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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车展 位谁与争锋？
火热现场等你来评选

C

星期四

9月1日,第二十一届成都
国际车展在世纪城会展中心开
幕，中国车市进入“成都时
间”。展馆内凉风习习，现场人
潮涌动、火热朝天。从“成都
造”新能源汽车，到贴心的互动
体验、优质的“成都服务”，无一
不体现亮点纷呈“成都元素”。
另外还有王珞丹、王阳明、朱丹
等明星莅临现场助阵车企，为
车展现场气氛再添火力。

本届车展吸引了来自国内
外的119个汽车品牌，展出面积
高达15万平方米，媒体日共揭
幕71款首发车型。从1号馆参
观到9号馆，各种靓丽车型令人
目不暇接，流连忘返。劳斯莱
斯全新幻影 Bespoke 高级定
制，让消费者体验到高贵神秘
的顶级奢华魅力；兰博基尼
Urus，透出兰博基尼品牌独具
的 意 式 魅 力 与 激 情 ；宾 利
Bentayga V8，则展示出极具
英伦奢华的手工传统内饰工
艺 ；还 有 超 级 巨 星 迈 凯 伦
600LT，在本届车展进行全国首
发，让广大超跑粉丝现场一睹
真容。

除了欣赏豪车魅力和车模
风采，现场还有更多趣味活
动。3号馆外的老爷车趣味展
是车展上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
线，7台馆藏经典车，8大生活逗
留空间，用“stop”全新理念解
读生活，为你带来别样车展风
味，而室外广场的捷豹汽车新
英仕挑战赛，以VR方式结合现
场试驾，有趣、新奇又刺激。

据成都国际车展组委会透
露，为回馈广大观众的支持，主
办方花重金打造“缤纷好礼·订
车抽奖”活动，百分百中奖，有
苹果笔记本电脑、64英寸索尼
智能电视等惊喜好礼。车展现
场WIFI无限全覆盖，拍直播、
看视频、刷抖音，让你边逛边
耍，一站式玩转车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念

在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上，一汽-大众
携旗下全新一代CC、T-Roc探歌、全新一
代宝来、迈腾、速腾、高尔夫家族、蔚领等全
系车型，盛装亮相5号馆，将运动时尚与自
信精神完美汇聚，展示了品质实力与动感
魅力。尤其是全新一代CC、T-Roc探歌、
全新一代宝来三款是今年刚刚上市的新
车，更是成为了本届车展最大的亮点，引起
了现场观众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作为一汽-大众大众品牌的全新旗舰
车型，全新一代CC是一款兼具豪华设计基
因和动感驾驶体验的德系高级轿跑车，它
不仅将扛起一汽-大众大众品牌“品牌向
上”的大旗，更将带领一汽-大众旗下车型
组成中国汽车市场最为强大、最为全面的
轿车家族阵容。在采访中，一汽-大众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大众品牌西区事
业部总经理许德成表示，作为一款媲美豪
华品牌的高级轿跑车，全新一代CC定将再
一次刷新消费者心目中的“最美大众车”。

它将成为我们践行“品牌年轻化”和“品牌
向上”战略的重要车型。凭借完美惊艳的
设计和强大的产品力，全新一代CC定将赢
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公司对其未来的市
场表现充满了信心。据悉，全新一代CC诞
生于大众全新MQB B技术平台，在造型方
面营造出非常平衡的比例，使车内空间再
度提升。而MQB-B平台轻量化的设计则
有效提高车辆的操控性并降低燃油消耗，
并在安全性、科技等领域引入多项创新，带
来不一样的超值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海军

作为万千运动车迷的钟爱之车，全面
革新后的福克斯重新杀回了中国车市的赛
道，更长的轴距、重新调校的动力系统，以
及更运动的外观，这个长安福特曾经的销
量冠军，能否在当下低迷的车市中，帮助长
安福特扳回一城呢？

8月31日，长安福特在成都车展宣布
新一代福克斯启动预售，预售价为115800
元起。新一代福克斯基于福特全新中级车
平台打造，不仅大幅提升了车内乘坐空间，
在驾驶乐趣上也有所提升。

动力上，新一代福克斯搭载了1.0T、
1.5L和1.5T三款发动机，其中全新设计的
1.5T涡轮增压双喷射发动机拥有135Kw
的最大额定功率和243N.m的最大扭矩，
在消费者最常使用的低转速区间，扭矩提
升高达20%。传动系统上，新一代福克斯
搭载同级独有的全新8速自动变速箱和6
速手动及自动变速箱。

值得一提的是，ST-Line在这代福克
斯上首次引入中国，专属配备大开口蜂窝状

全黑前进气格栅、18英寸运动轮毂。此外，
福特工程师对福克斯ST-Line进行了性能
化调校，不仅将底盘高度调低10mm，还为
其量身定制弹簧、减震器和稳定杆，以实现
更为精准凌厉的操控表现。此外，新一代福
克斯两厢轿车风阻系数仅为0.273Cd，三厢
轿车风阻系数更低至0.25Cd。

车内空间上，福特对新一代福克斯进行
了轴距加长，达到2705mm，车内空间比上
代车型提升明显。换挡杆也换成E-Shifter
电子旋钮式换挡杆，两片式的全景天窗、大
面积的软性包裹材质和遮光帘，提升了舒
适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念

全新一代CC领衔
一汽-大众闪耀成都国际车展

运动轿车之王回归
新一代福克斯革新而至

成都车展现场。

捷豹E-PACE闪耀成都车展
这头“小豹子”有啥不一样？

8月31日，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捷豹路虎”）携旗下新英伦豪华轿跑SUV 捷豹E-PACE、路虎揽胜

极光、路虎发现神行等全明星阵容全力出击第二十一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为消费者带来纯正英伦风范和时尚动感魅力的感

官盛宴。捷豹E-PACE更是凭借其动感外形，将第八届中国车市口碑榜—2018年度豪华轿跑SUV大奖纳入囊中。

新英伦豪华轿跑 SUV
全新捷豹 E-PACE 专为渴
望彰显个性，对豪华品质有
自我追求的年轻人群倾情
打造。新车外观结合诸多
源 自 赛 道 的 传 承 及
F-TYPE跑车设计元素，采
用前沿仿生学设计理念，犀
利的“豹锋眼”前大灯设计
搭配“大爪子”般的20寸轮
毂，彰显其动感、敏捷的气
质。捷豹还为 E-PACE 打
造了“设计彩蛋”，在挡风玻
璃一角、特色迎宾灯等处，
都能找到美洲豹的设计元
素，仿佛“小豹子”在母豹身
后亦步亦趋。

在加装自适应动态模
式后，捷豹“驾控管家”可调
动态模式可提供多达16种
个性化配置，满足驾驶者的
个性驾驶需求。此外，全系
标配的全路程智能四驱科
技、运动化调校底盘，保证
全新捷豹 E-PACE 纯正的
运动血统。荣膺“沃德十
佳”的Ingenium 2.0升四缸

发动机，可提供200马力和
250马力两种功率选择，搭
配行业领先的9AT变速箱，
强大动力随时顺畅爆发。

全新捷豹 E-PACE 车
内采用豪华温莎真皮座椅，
并配备英国之宝音响等配
置，尽显前卫且高品质的豪
华属性。领先同级的10英
寸触控屏及 InControl智能
驭领尊享触控系统，以及
12.3 英寸全液晶虚拟仪表
盘，为车主带来前沿的数字
化体验。车内有至多四个12
伏的充电接口、五个USB接
口、最多可连接八台设备的
4G Wi-Fi热点，以及同级唯
一可穿戴智能钥匙手环上
锁、解锁车辆，让车主“时刻
互联”，畅享移动互联科技带
来的极致便利。

基于“共享价值”核心理
念的引领，奇瑞捷豹路虎时
刻保持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洞
察，持续为消费者提供具有
全球品质、英伦血统的最新、
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

本届成都国际车展，捷豹E-PACE领衔亮
相，在现场媒体和嘉宾的见证下，新英伦豪华轿
跑SUV捷豹E-PACE正式交付给首批车主。

作为捷豹PACE家族最“年轻”的成员，新
英伦豪华轿跑SUV全新捷豹E-PACE刚刚于
8月29日在青岛上市，28.88-39.58万元的售价
引发市场关注。奇瑞捷豹路虎第一时间把新车
带到蓉城，并正式在西区市场交付给首批车主，
彰显对市场的诚意。

奇 瑞 捷 豹 路 虎 总 裁 戴 慕 瑞（Murray
Dietsch）先生表示：“捷豹E-PACE作为奇瑞
捷豹路虎首款全球同步投产的产品，不仅是‘三
年五款新车’这一业界记录的见证者，更是开拓
全新豪华轿跑SUV细分市场的新锐力作，预示
着我们将不断创新并带来更多产品，为中国汽
车行业树立新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三位首批E-PACE车主代

表受邀莅临展台，能在成都车展发布会现场见
证爱车交付，倍感自豪。张先生表示：“喜欢它
的力量感、喜欢它的高颜值，更喜欢它的充沛动

力和驾驶乐趣。”王女士表示：“我不想买一台街
车，那样很无趣。这台车的很多设计细节是用
心的，例如照地灯，车辆开启时，就像在跟我打
招呼一样。还有可爱的小豹子图案，活泼灵动，
很有个性。”

为了让观众和车迷零距离感知E-PACE
的产品魅力，车展现场采用3D式空间设计，
向观众全面展示了“小豹子”从冲压、车身、涂
装、总装、质量控制到最后下线的智能制造过
程，在带领观众探索“小豹子”诞生奥秘的同
时，彰显奇瑞捷豹路虎的智能科技与品质制
造能力。现场还展示了E-PACE先进的运动
化调校底盘以及燃烧效率及输出功率达到同
级别最高水平的全新Ingenium 2.0升四缸发
动机，并结合VR技术模拟E-PACE驾驶舱
的智能体验，从点滴之处展现奇瑞捷豹路虎
的匠心魅力。

这头“小豹子”有啥不一样

捷豹E-PACE首批车主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