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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年驾到，捧红“马上”体，东
风日产也官方宣布新一代奇骏春
节后“马上”上市。依据东风日产
最新公布的官方信息，与目前主
流城市SUV进行一番比对之后，
我们不难发现，新一代奇骏具备
主流时尚外观之外，兼具强悍的
性能以及一系列高科技配置，大
有成为城市SUV公敌的趋势。

夺目造型，先声夺人

自法兰克福车展惊艳亮相，
到国产车型官方图片流出，新一
代奇骏颠覆性的外形“先声夺
人”，受到媒体、公众的纷纷好评。
源自日产Hi-Cross概念车的新一
代奇骏，对外形进行了大刀阔斧
的改变，一改过去平直、方正的线
条，更加圆润动感的整体观感，颇
有英菲尼迪的神韵。

新一代奇骏在外观上还拥有

让人眼前一亮的“杀招”。据东风日

产披露的信息显示，新一代奇骏是

同级中唯一采用全LED远近光大

灯、日间行车灯、转向灯的车型，环

绕整车的LED灯光结合流线车身

造型，以点睛、夺目之笔，勾勒出公

路上一道流光溢彩的风景线。

平台优势，世界领先

模块化设计平台
是汽车工业的一项革
命性技术，各大品牌
渐趋跟进效仿。大众、
雷 诺·日 产 、丰 田 、
PSA等世界一流厂商
都已经完成或正在研
发自己的模块化设计
平台，未来汽车工业
将是模块化平台的天

下。在新一代奇骏最新公布的信
息里，CMF模块化平台引人瞩目。

新一代奇骏作为基于雷诺·日
产CMF模块化平台设计研发的首
款车型，依托其对前沿技术的高自
由度和高兼容性，不仅实现了全新
换代，也必将在科技配置上有所建
树，为后继车型树立一座技术价值
标杆。这从目前国产奇骏车型披露
的技术信息上已经得到证实。

强悍性能，力压群雄

作为全球首款征服地球三极
的量产车型，现款奇骏的高性能
有口皆碑。让人欣慰的是，新一代
奇骏青出于蓝，全盘继承了现款
奇骏备受好评的智能全模式四驱
系统。该系统能够在2WD、AUTO
智能动力分配模式以及LOCK模
式之间自由切换，车辆即使在最
恶劣路况下也能确保通过性。

继承4×4-i智能全模式四驱
的新一代奇骏，配合B-LSD电子
制动差速锁、陡坡缓降控制系统、
上坡辅助系统，以及目测依旧不
低的最小离地间隙，通过性、脱困
能 力 称 雄 3 0万 以 内 主 流 城市
SUV，当无疑问。至于四驱系统会
否有所进化，我们只能期待其正
式登陆国内市场时的答案了。

科技配置，技惊四座

截至目前公布的信息，新一代
奇骏已经给了我们不小的惊喜。

新一代奇骏配备IPA自动泊
车辅助系统，是同级产品里唯一
能够实现三种方向自动泊车的系
统，可停入纵向、横向、斜向三种
车位。而同级领先的智能感应式
全电动尾门，驾驶者仅需在尾门
相应区域使用手或任意物体感应
操作，尾门即可自动开启；关闭尾
门时只需轻点按钮即可轻松完
成，实现全电动操作。不仅如此，
新一代奇骏还搭载带7速手动模
式的新一代智能XTRONIC CVT
无级变速器。据官方数据，其摩擦
阻力减少了40%，变速比范围提高
17%，较以前的CVT产品燃油经
济性提高了10%以上。 (天骐)

2013年度C-NCAP第四批车
型安全碰撞测试结果已经揭晓，
广汽传祺新潮流梦想中级车———
传祺GA3凭借出色表现，成功加
冕五星安全评级。至此，传祺全系
车型均获五星，首创中国汽车全
五星安全家族。

为了让消费者深入了解传祺
五星安全品质，近期，广汽传祺将
在山东开展五星品质见证会，现
场将拆解传祺车型，见证并体验
广汽传祺的过硬品质。
安全DNA传承
传祺成就全五星安全家族

广汽乘用车形成了独创的传
祺模式，全面确保了传祺整车安全
品质与国际接轨。2011年，传祺GA5
以自主品牌在当时的最佳成绩，获
得C-NCAP五星安全评级；随后在

2012年7月的C-NCAP碰撞测试中，
城市SUV传祺GS5又以49 .1的高分

荣获五星安全评级；传承家族安全

基因，传祺GA3在2013年第四批C-
NCAP碰撞测试中再获五星安全评

级，续写传祺优质安全基因。

历经极限挑战

传祺安全性能受认可

自传祺诞生4年
来，挑战的步伐也从
未停息。无论是世界海
拔最高的库木库里沙
漠、零下30度的牙克石
冰雪极寒，还是贺兰山
的蜿蜒崎岖山路，传祺
全系车型都能从容应
对，在极端路况中展现
扎实的操控性和全方
位的安全性。

传祺全系车型主配博世最新
ESP 9 . 1版车身动态稳定系统，
无论是在湿滑的冰雪路面，还是
在崎岖艰险的山路沙漠，均可时
刻保持整车稳健。同时，ABS防抱
死制动系统、BOS刹车优先系统、
EBD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HBA液压制动

辅助系统、HHC坡道辅助控制系
统、HDC陡坡缓降系统等全方位
主动安全体系均为驾乘人员提供
了全面安全保障。此外，广汽传祺
全系车型还采用“GAC车身碰撞
吸能控制技术”，车身大面积采用
高强度钢与超高强度钢，为驾驶
者全面护航。
五星品质
销量品牌实现双丰收

五星品质使得广汽传祺在
2013年实现销量井喷。2013全年，
广汽传祺销量突破8 . 5万辆，远超
年初设定6 . 5万辆目标，实现同比
增幅158%，并首次盈利3亿元。

从2011年的年销量1 . 7万辆，
到2012年的3 . 3万辆，再到2013年
的8 . 5万辆，广汽传祺成功实现三
年销量三级跳。同时，广汽传祺口

碑和品牌影响力也得到全面提
升，目前车主转介绍率达20-30%。

在2013年第五届“中国品牌
年度发布”颁奖盛典中，广汽传祺
以汽车行业唯一得奖品牌的身
份，荣膺“CCTV年度品牌”称号。
传祺GS5也在中国汽车产业年度
贡献奖评选中，力压众多合资车
型，获得轩辕奖。

目前，传祺五星家族已收获
超13万消费者的信赖，在为消费
者安全护驾的道路上，广汽传祺
将继续践行安全理念。近期，传祺
五星品质见证会将在山东开启，
安全座驾全面解析。(具体活动信
息详询济南福银传祺经销店)
经销店地址：济南市历城区工业
北路77号
购车热线：0531-61387800

有人说，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一个背包，
一台单反，一个会拍照的爱人，一份喜爱又
自由的工作和一颗说走就走勇敢的心。近
期，东风日产新生代骊威移动旅馆的推出，
为年轻人实现“说走就走”提供了更多可能。
说走就走 开启“随心”旅程

崇尚简单，追求乐活随性的生活方式，
正是80、90后的群体特征。作为成长于全球
化浪潮的一代，他们厌倦繁琐，喜欢简单自
然，希望“乐活即享”自由随心。他们处于社
会高速发展的时期，每个人都被卷入高速
运转的社会机器中，比以往人群更觉疲惫
与焦虑，在内心深处渴求对自然和本真的
回归。

然而，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讲，“说走
就走”常常因经济条件有限、假期短、买不
到车票、订不到酒店而搁置，说走就走的乐
活生活仅仅是说说而已，可望而不可及。

在洞悉当下年轻人个性化、多样化的
用车需求后，东风日产创新性地推出新生代
骊威移动旅馆，提供新鲜玩法，并鼓励他们
突破常规，活出自己的多彩人生。“移动旅
馆”集自驾出游、住宿休憩、休闲娱乐于一
体，行业首创全新用车、出行方式，最大程度
上满足了都市年轻人个性化、休闲式度假旅
游新需求。让年轻人“说走就走”，尽情狂欢
而不用担心出行成本以及住宿问题。

该活动一经推出便引发了80后年轻群
体的追捧，短短半个月时间，参与抢订活动
的网友即超过万人，许多意向客户表示近
期将考虑购买新生代骊威。幸运获奖的陈
先生表示：“新生代骊威让我实现了‘说走
就走’的旅行，也让我以特有的方式赢得婚

姻，浪漫的求婚让女友非常欣喜。”
精彩多变 畅享“乐活”人生

此次“移动旅馆”活动将新生代骊威提
倡的“乐活即享”情感诉求发挥到极致。除
此之外，其“全时多能”的产品力、“骊威直
通车”特色服务等，也为消费者提供了“乐
活”的更多选择。

产品上，新生代骊威拥有“全时多能”
最大优势。全面领先同级的371-1536L多
变行李厢空间，为“移动旅馆”提供了宽敞
舒适的乘用空间；同级最大91Kw功率的充
沛动力，让年轻人畅享驾驶激情与乐趣；同
级最低6 . 1L/百公里油耗，免除了年轻人

“说走就走”的后顾之忧。此外，新生代骊威
全新“V-Sharp”设计理念以及MPV、SUV
两大跨界风格车型，时刻彰显年轻活力。

另外，新生代骊威还针对80、90后目标
人群的消费特点和生活方式，以创新方式推
出“骊威直通车”服务。“骊威直通车”服务首
款仅需裸车价20%，1 . 7万元起，车辆余款及
税费分期付款；3年保养、保险、精品一站式采
购，保养、保险、精品套餐自由组合分期付
款，享多重折扣，并可专享金融绿色通道与
保险管家优质服务，让车主省却用车过程中
的一切烦恼，轻松畅享精彩汽车生活。

业内人士指出，从新生代骊威移动旅
馆的火爆可以看出，“乐活”、“享受”切中了
当下年轻人的消费心理，满足了他们对更个
性、更时尚、更自由的生活追求。新生代骊威
通过产品、服务倾力打造的“乐活即享”生活
方式，在此次活动中得以更深刻的诠释。我
们相信，在新生代骊威的引领下，年轻消费
者将迎来更为精彩的汽车生活。 (天逸)

关注致炫这款车，是从
还未上市之前的亮相开始，
时尚动感的全新外观设计很
是吸引记者这样的年轻群
体。而随着致炫 6 . 9 8万 -
10 . 88万元的售价公布，这款
车更是吊起了记者的胃口，
如此具有性价比的售价实属
难得，配合全新的设计和高
品质工艺，致炫不火都难。

在提到致炫试驾车之
后，记者对于这款大两厢所
包含的“大内容”有了更加深
刻的了解。在外观方面，致炫
车头正前方凌厉的鹰眼大灯
和梯形装饰条，组合出霸气
十足的“大嘴”造型，颇具视
觉张力。同时，致炫所采用游
艇式的C柱设计，在视觉上令
车侧窗与尾窗连成一体，构
成悬浮式车顶，使车身更显

修长。尾部设计则集成了上
一代的设计元素，圆润中不
乏灵动之感，让人倍感亲切。

内饰方面，最让记者欣
赏的莫过于精细的包裹件做
工，虽然受制于成本没有采
用真皮材质，但是致炫的内
饰面板却做出了真皮缝线的
效果，同时，层次感丰富的设
计让人倍感舒适温馨，使整
车内饰质感和高档感瞬间提
升。小尺寸方向盘手感舒适，
增加了不少操控感。中控台
的设计中规中矩，但是实用
性很强。座椅舒适性上佳，织
物座椅既实用又能增加摩擦
力，让人驾控起来十分踏实。

致炫采用了丰田全新
“NR发动机+i-Super变速器”
动力系统。NR发动机具有高
功率输出、高压缩比、高匹配

性活塞“三高”优势，最大功
率达到79kW，“i-Super变速
器”在齿比、油泵、摩擦片、油
槽结构等方面进行创新性改
良，与NR发动机完美匹配，
达成高传动效率、低噪音、高
平顺性三大特色。在试驾过
程中，致炫的动力系统输出
平顺流畅，在高转速下也有
不错的动力表现，完全可以
满足各类驾驶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致炫的
底盘调校十分扎实，虽然看起
来是一部小车，但是驾驶起来
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反而多了
一种B级车的沉稳和内敛，尤
其在驶过坑洼路段时，悬挂可
以很好地吸收震动并提供韧
性十足的反馈，对于轻微的颠
簸也过滤得十分充分，如果打
分，可以给9分以上。(本记)

2014年，国内SUV市场
将掀起一场比往年更激烈的
恶战。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
将有近80款SUV车型在市场
上角逐，比去年上市的33款车
型数量扩增近3倍。对此，业内
人士却认为，曾经吸引消费者
购买的原因——— SUV的独特
个性和展现自我的精神追求，
已经被慢慢淹没在千篇一律
的、同质化严重的城市SUV大
军的浪潮中。

随着现今SUV数量的日
趋增多，消费者可选择的余
地已经大大增加，不再是个
SUV车型即可，而是要对其
性能、品质、精神内涵等硬、
软实力方面提出更多更高的
要求，此外，任何市场的增长
都会达到一个极限，SUV市
场自然也不例外。

而实际上，一些车型竞
争力减弱的问题在2013年的

SUV市场上就已经有所显现。
数据显示：2013年在合资阵营
的SUV中，只有日系与德系车
型增长明显，而韩系SUV如现
代ix35、起亚智跑等均出现微
增长或负增长；自主阵营中，
哈弗H5、奇瑞瑞虎等曾经热
销的车型也出现下滑。

“要想在这快市场立足
并取得长足发展，就需要更加
精准地去定位自己的产品，打
造独一无二的产品个性和特
性，摆脱“千车一面”的同质
化，才能使自己的产品立于不
败的市场地位”，张志勇指出。

2013年底，北京汽车推
出 了 一 款 时 尚 硬 派 越
野——— 北京40，与SUV市场
上众多城市SUV的“花样美
男”气质不同的是，北京40
是一款纯粹的越野车，是众
多专业越野玩家心目中的

“肌肉男神”。未上市前，这

款车就吸引了众多越野爱
好者的关注，并力图打造出
汽车市场中失落已久的“越
野精神“。而北汽集团越野
世家的悠久历史，更是为北
京40打上了品质的保证和
越野精神的有力传承。

此外，消费者不仅可以
在车身上找到与自身气质
相符的特性，更可以依据自
己的需求和喜好，与厂家、
经销商、改装车供应商发起
三维互动，自己来决定车的
改装样式，定制一辆专属于
自己的个性化爱车。

北京40锁定专业越野个
性细分市场，正是对个性化
的极致追求、对消费者个性
化的极致满足、对越野文化
的代代传承，在各品牌车型
逐渐同质化的今天，只有保
留自己的个性，才能开启市
场的一片广阔蓝海。(邓敏)

新新一一代代奇奇骏骏春春节节后后““马马上上””上上市市

广广汽汽传传祺祺首首创创全全五五星星安安全全家家族族
五星品质邀您见证

新新生生代代骊骊威威
引引领领汽汽车车生生活活新新主主张张

大大有有内内容容
——— 本刊试驾广汽丰田Yaris L致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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