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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一
汽-大众获悉，凭借小排量、强动力、低油耗
等优势，成都造新速腾1.2T车型，正在全国
火热销售中。速腾1.2T搭载大众全新一代
EA211-1.2TSI发动机，动力强劲，节能降
耗，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5.5L，远远领先同级
车型，从而成为人们“绿色出行”的新选择。

节能环保实力先锋
也许很少人知道，我国虽不是全球最

大的汽车使用国，却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
耗国，我国单车油耗量相对欧美等发达国
家都要高。因此，汽车节能消费已经成为
一种主流。速腾1.2T的到来，一方面满足
了国家的战略要求和环保趋势，另一方面，
也丰富了速腾产品线，为速腾家族阵营再
添一员“节能环保”的实力先锋。

得益于大众全新一代EA211-1.2TSI
发动机的出色表现，速腾1.2T常常给人以

“四两拨千斤”的精悍之感。发动机最大马
力110Ps，最大扭矩200N·m，且最大扭矩
的输出平台已下探至2000转，更宽泛的扭
矩输出范围，使得发动机的出力过程更为
线性、平稳；配备7速双离合变速箱更高效
的动力传递，整体的驾驶感受非常地舒服、
自然。由于1.2TSI集成了发动机智能燃油
压力调节、水冷式中冷器、双VVTi、正时皮
带、缸内直喷等11项先进技术，同时结合轻
量化设计、发动机启停SSR功能等，使其成
为市场上同级最省油的车型之一，百公里
综合油耗仅为5.5L，相比大多数1.6L排量

车型的油耗还要低1L左右。

低碳生活与你相伴
速腾1.2T不仅省油、动力强劲，还大

幅减少了CO2的排放。按照一辆车每年行
驶2万公里计算，相比普通1.6L排量车型，
一辆速腾1.2T每年可以节油200L，减少
CO2 排放量 460kg（CO2 排放量：2.3kg/
L），而据统计一棵树一年可吸收183kg的
CO2，如果每年有10万用户选择购买速腾
1.2车型，那么就相当于一年能够创造25
万棵树的蓝天。

值得一提的是，速腾1.2T车辆本身也
是拥有“绿色生产”基因的“优等生”。其诞
生于一汽-大众西南基地，该基地全面践行
一汽-大众的“绿色工厂”理念，在生产工
艺、工厂运营、废物处理等方面均走在行业
前列，堪称是对速腾1.2T“绿色环保”身份
进行了“双重认证”，因此，当消费者选择了
速腾1.2T，绿色低碳生活自然“手到擒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海军

试驾启辰D60
唤醒导航解放双手

9月 8日，“品质启辰 智联生活”全新启辰
D60全国媒体试驾会在厦门举行。作为启辰品
牌成立7年推出的首款三厢轿车，全新启辰D60
定位为“高品质智联轿车”，它集“高端智联科
技、超大舒适空间、上乘颜值造型和良好合资品
质”四大优势于一身，是东风启辰迎接消费升级
和推动品牌向上的全新力作，也是东风启辰进
入“魅力启辰”3.0战略阶段的首张王牌。

全新启辰D60在深刻洞察互联网原住民的
消费心理以后，在车载互联系统上做足了文章，
从语音控制到个性需求推荐方面，都大大提升
了人机的交互性，互联网基因明显。行车过程
中可随时唤醒导航，实现语音导航、打电话、调
节空调等功能，极大程度地解放双手。智能贴
心语音助手功能极具互联网基因。

在行车过程中只需通过语音就能轻松控制
导航、空调、娱乐等200多种车内场景功能，可
以感受到真正贴心、便利的安全驾乘体验。启
辰人性化的全时导航，也充分体现了智能化。
启辰采用GPS+北斗+惯性导航技术，保障全天
候无盲区的准确导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莫凡

日前，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DS旗下
2018款四款全系升级车型，将于10月22
日正式上市。外观上，新车换上更立体感
的全新DS logo标识，启用全新珠光LED
璀 璨 照 明 系 统 。 同 时 ，新 增 了
Performance Line运动版，配备专属的运
动版外观套件、18英寸黑色运动轮毂和红色
轮毂罩盖。配置上，DS 6、DS 5LS和DS 4S
的 2018 款车型，都新增了 PSA 最新的
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这套系统集成
了包括车道偏离警告、驾驶注意力辅助、道
路限速信息提示、车辆自主紧急制动系统、
自适应巡航、智能远近光切换等六大功能。
同时，新车还升级了全新的中控影音娱乐导
航互联系统，中控台装载的是8英寸多点触

控屏、拥有手机互联、在线导航、车辆控制管
理等功能，而且更关键的是还集成功能更为
强大完善的第二代DS CONNECT智能互
联系统，大大提升了人机交互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海军

日前，东风雪铁龙在上海宣布旗下乐
享中高级SUV天逸正式上市，新车提供2
款发动机、4个级别，共计6款车型，用户成
交价15.27-22.67万元。其中，380THP所
有车型，都享有 10000 元厂商购置税补
贴。即日起，用户到店订购SUV天逸还可
享上市乐享礼遇：除舒适型外，其他车型均
可享受最高10000元置换补贴，以及24期
免息信贷政策。对于新车亲民的价格，业
内人士均表示，SUV天逸最低15.27万元的
售价，将改变目前合资紧凑型SUV的市场
格局，成为这一市场的价值新标杆。

除了亲民的价格外，SUV天逸还配备
诸多越级的安全和舒适配置，如整体式可
开启全景天窗，12.3英寸全液晶彩色数字
仪表、游艇式电子排挡杆、宽适唯享多功能
座椅，前排座椅加热及三档温度调节功能、
前排按摩功能、驾驶员侧座椅迎宾记忆功
能、电动折叠倒车自动翻转+记忆功能等。
同时，新车搭载Grip Control智能多路况
适应系统，提供公路模式、雪地模式、沙地
模式、泥地模式、ESP OFF模式五种模式，
保证车辆平稳运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海军

试驾广丰致享
动力酣畅又省心

9月初，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成都
试驾了广汽丰田致享。相比起“姐妹车”二厢致
炫，致享在外观变化并不大，但个性之余多了些
质感。凭借着丰田成熟先进动力技术的加持，畅
快动力之下，致享的省油水平却是能够登顶同级
别NO.1——综合工况油耗仅5.1L/100km！

本次试驾的致享，出产于品控能力一流的广
汽丰田“零缺陷率”工厂，买车还得考虑养车，有
很多车看似很便宜，但在用车过程中状况百出，
在新公布的“消费者养护负担指数”中，广汽丰田
的小型车产品养护成本仅为百公里4.69元，是所
有调研车型中最低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薇宇

试驾揽胜星脉
“星”之所往皆为美

9月11日，全球豪华SUV领导者路虎携全
新揽胜星脉来到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以其SUV
型艺术品的艺术格调，演绎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媒
体试驾之旅。

作为路虎揽胜家族的全新力作，定位为中大
型豪华SUV的全新揽胜星脉，融合前卫极简设
计与一流工程技术，彰显出独有的SUV型艺术
品魅力。全新路虎揽胜星脉推出基于两种动力
输出，包括首发限量版在内的6款车型，厂商建议
零售价为人民币68.80万元至104.80万元，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了丰富选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薇宇

百公里综合油耗5.5L
成都造新速腾1.2T热销全国

搭载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DS四款新车10月22日上市

改写合资紧凑型SUV格局
东风雪铁龙天逸亲民价开售

华西
试驾

新车
上市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K系旗
舰车型，全新K5不仅在外形上
用时尚与奢华呈现高端品位，在
内饰上，更通过强化做工和品
质，提升了整车的高端品味。内
饰的配色采用了以棕色和黑色
为主色调的两种内饰设计，棕色
内饰豪华质感，黑色内饰则彰显
典雅时尚。两种内饰中均有哑
光银色饰条，配合全新设计的中
控台布局，营造出十足的科技
感。除了在舒适性配置方面一
如既往的丰富之外，全新K5引
入了同样堪称丰富的科技体
验。BSD盲区监测系统、ASCC
智能自适应巡航+AEB紧急制
动系统、SPAS智能泊车辅助系
统、空气清洁系统等一系列高科
技配置的运用，可谓武装到牙
齿。然而，全面、丰富的科技配

置并没有放慢东风悦达起亚积
极探索的脚步，十五周年K5特
别版加入了EPB电子驻车和卡
片式智能钥匙，在提升自身市场
竞争力的同时，也给车主带来更
具品质的汽车生活。

作为中高级汽车的典范，
东风悦达起亚全新K5继承发
扬了世界顶尖造车理念和尖端
科技，不仅拥有优雅尊贵的气
质，更装备了大量高科技实用
装备，将精英格调发扬到极致，
已然成为精英人士的身份象
征。东风悦达起亚在十五周年
庆典之际，推出了设计、安全、
科技等方面更加贴合目标人群
的十五周年K5特别版，这既是
对众多新老客户的诚意钜献，
也是对企业“顾客至上”核心价
值观的完美呈现。

解读时尚品味奢华十五周年庆典全新K5倾情回馈
时尚是一种

态度，是潮流、个
性的生活语言；奢华是一
种艺术，是优雅与质感的
自然积淀。长久以来，时
尚与奢华兼备的全新 K5，
深度贴合中国新生代审美
趣味，在个性动感的同时，
彰显高级感与科技感，赢
得了消费者和权威机构的
一致认可。如今，东风悦
达起亚在企业十五周年庆
典之际，倾情推出了十五
周年K5特别版车型，相比
全新K5，十五周年K5特别
版在安全、舒适、高档感上
进一步升级，从而以更具
诚意的品质，回馈广大消
费者的厚爱。

标志性的设计是一部优秀座驾
的灵魂，源于“Design KIA”设计理
念的虎啸式前脸，是以全新K5为代
表的K系车型的精髓所在。除了虎
啸式前脸，全新K5利用犀利的鹰眼
前大灯和LED日间行车灯，巧妙地
与前中网进气格栅连成一体，大灯下
方创新地使用了三颗粒形状的LED

雾灯，起到画龙点睛的视觉呈现，构
建出极具冲击力的正面效果，极大地
加强了品牌辨识度。全新K5的车身
侧面线条养眼简约，大斜度的C柱看
上去更有力量感。18英寸的时尚轮
毂与大气的车身交相辉映。尾部两
侧的线条极力向外扩张，让车身看上
去更加宽大。T动力车身侧面精致

的turbo标志，配合上挑的尾灯、双
出的排气，营造一种运动与典雅并存
的气场。为了进一步提升车辆的高
档感，在继承全新K5原有设计精髓
外，十五周年K5特别版对于前雾灯
和后组合尾灯采用了不同的创新工
艺，使得车辆在外观上拥有了自己独
特的“身份”标识。

开拓
是提升品质的决定力量

创新 是传承经典的最佳方式

“会对话”的东风风光
580智联型面世
9月24日，东风风光580智联型在乌镇正式

上市，官方指导价为12.3万元。风光580智联型
是风光580现有产品阵营里的高配车型，也是东
风风光“超级智能战略”的首款车型。相比在售
的风光580车型，其主要针对外观、内饰造型以
及配置进行了升级。

风光580智联型搭载了Lin OS 3.0智能网
联系统，能够实现语音控制、远程控制和生活娱
乐等40余项功能，为用户带来“会对话 更智联”
的体验感受。

配置上，风光580智联型搭载了智能辅助感
应尾门、自动大灯、自动雨刷、自动空调、矩阵全
LED大灯等一系列智能科技配置，以及同级少
有的360°全景泊车系统。

动力方面，风光580智联型搭载的是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50马力，峰值扭
矩为22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CVT变速
箱。

作为东风风光首款SUV车型，风光580自
去年6月上市以来，总销量已突破20万，月均销
量均在万辆之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