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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超前

9月萨默塞特府(SOMERSET
HOUSE)即将迎来2013春夏伦敦时
装周。区别于其它三大全球时装周，
伦敦一如既往地以扶植新兴力量、
支持本土原创为使命，代表着最前
沿的设计探索。这里是灵感的原生
地，这里所孕育出的先锋时尚，是超
前的原生力。一如很多概念车，正是
超前理念的体现。

和服装相比，汽车业从概念到
量产之间的鸿沟更大。但路虎?揽胜
极光却是一个鲜明的例外，当绝大
多数的概念车还停留于概念层面
时，揽胜极光的设计团队亦宣称他
们想要保留所有LRX概念车的外饰
设计元素。而揽胜极光真的出现在
我们眼前时，我们不禁惊呼它与概
念车看上去几乎一样。除了车顶和
引擎罩高度增加了20毫米以外，揽
胜极光完全继承了LRX概念车的先
锋设计理念，成为第一款成功投产
的揽胜概念车。此外，揽胜极光还是
第一款二氧化碳排放不超过129克/

公里的揽胜车型，第一款综合油耗
不超过8 . 7升/百公里的揽胜车型，
第一款新锐精巧型的揽胜车型，第
一款专为城市环境量身定制、全地
形能力亦毫不妥协的揽胜车型。

时尚·血统

英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尚标
签，并且深深为之骄傲，所以它比任
何一个国家更在乎高贵血统的传
承，无论是备受关注的皇室渊源还
是历史悠久的古老品牌。

这一点同样体现在路虎·揽胜

极光身上。至尊与纯正，根植于路虎
的血液，它是唯一拥有过4个英国皇
室荣誉证书的汽车制造商，是一个
有着深厚英伦文化底蕴的品牌。自
诞生之日起，路虎始终致力于打造
能够卓越应对各种路况的全地形汽
车，对这一使命的不懈坚持让其声
名鹊起、蜚声世界；也正是因为这一
近乎英国式固执的坚持，路虎成为
备受尊崇的世界顶级高端品牌。

时尚·设计

时尚元素，外观设计是最基本
的要素。揽胜极光被人们冠以“惊
艳”二字并不偶然，路虎设计师与工
程师成功开发出一系列独具匠心的
创新特性，确保揽胜极光脱颖而出。

英伦时尚独有的“矛盾性”体现
在揽胜极光的设计上，英伦时尚一方
面最讲究传统，另一方面又最敢于创
新。蚌式发动机舱盖、悬浮式车顶、稳
重大气的“四角车轮各持一方”姿态，
揽胜极光以近乎侵略性的大胆外观
创新诠释了经典揽胜的设计风格。标
志性的蜂巢式两格格栅和细长大灯
塑造极光大胆霸气的水平线条，无不
宣告着其纯正的揽胜血统；而逐渐上
扬的车身腰线、硬朗风范的车肩设
计、黑色立柱配合快速下降的车顶线
条，又颠覆了想象的时尚设计，成为
极致创新时尚的化身。尤其吸引眼球
的是前部行车灯显示的强势标识图
案——— 利用创新LED光刀片技术制
成；LED尾灯也呈现出相似的图案，
与宝石般立体花瓣设计相得益彰。

时尚·细节

揽胜极光完美诠释了揽胜系列

对细节品质与工艺的执着，设计人
员尤其注重选择最好的高品质材
料，并以无可挑剔的品味来应用这
些材料。

光看其柔然触感的高档真皮辅
以度身定制的的双缝线，就可窥见
其对细节的用心。揽胜极光仪表盘
的中间部分也是皮革包裹，结合门
板与座椅的皮革装饰，彰显豪华气
质。整体而言，每辆车所需皮革多达
10平方米——— 相当于三块以上整
皮。对于缝纫的每个细节，小到所用
针具的尺寸与形状，揽胜的专家也
都设立了相关标准，以确保每件成
品的完美无瑕。

时尚·越野

揽胜极光具有如此内外兼备的
时尚特性，让我们几乎忘了它是一台
不折不扣的四驱SUV。其2 . 0升发动
机采用世界最为先进的涡轮增压技
术，带来更为顺畅和灵敏的性能表
现，将4缸发动机的燃油经济性优势
与6缸发动机的精细度和强劲动力合
二为一。而秉承了路虎揽胜的精髓，
揽胜极光充分利用包括全地形反馈
适应系统Terrain Response 在内的
一系列独特技术，以在极具挑战性
的公路和越野路况下最大限度地提
升性能与安全性。

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Terrain
Response 可适应汽车发动机、变
速箱、中心耦合器和刹车/稳定系统
的反馈，匹配地形的要求，优化操控
性能和舒适性并提供最大牵引力。
其提供普通驾驶模式，草地/沙砾/

雪地模式，泥沼/车辙模式或沙地模
式四种不同的驾驶模式，而当自适

应 动 态 系 统 启 动时，第 五 种 模
式——— 动态模式被添加在内。

为优化陡坡上的行车安全和控
制性能，揽胜极光还配有陡坡缓降
控制(HDC)和陡坡缓释控制(GRC)

系统。HDC可利用防抱死制动系统
自动限制下坡速度，GRC与HDC相
得益彰，可在极陡或渐进的斜坡上
逐步释放刹车，从而实现最大控制。

时尚·个性

个性化，也是追求时尚的核心
元素之一。揽胜极光拥有两款车身
设计款式——— 令人惊叹的Coupe，其
设计准确体现了概念车设计内涵；
时尚高雅的五门版，其后车顶轮廓
线有所升高，因而具备更大实用性，
对家庭用户具有更大吸引力。这两
款车型同时各有两款独特风格主题
设计——— 奢华的PRESTIGE耀致版
和勇敢而富有运动精神的D Y -
NAMIC耀动版。

时尚·生活

时尚有时是震撼视觉的冲击，
有时却又是不可言传的秘密。揽胜
极光所代表的是无需张扬表现，只
需出现，便令其它一切黯然，成为其
追逐者，这是一种来自内在深处的
强大引力。无论驾驶着揽胜极光驶
去何处，城市中的一切时尚之灵都
被唤起，与其相联共舞；即使只是停
靠路边，强大的时尚气场一样可以

为车主博得喝彩。揽胜极光以它独
特的方式影响着你生活的时尚磁
场，配合任意的时尚装扮、举手抬
足、远走近行。

这种时尚的生活态度更体现在
揽胜极光对于绿色环保的追求。专
为新一代环保驾车族所创的揽胜极
光，是有史以来体积最小、重量最
轻，且燃油效率最佳的揽胜车型。

体验揽胜极光的时尚魅力与你
是否是路虎车迷无关，甚至是否是
爱车者都无关，它就像一个艺术品，
一个无法被忽略的艺术品。从它第
一次跃入你的视线，从你第一次为
它驻足，到你情不自禁举起手机为
它拍摄，到你第一零距离触摸它，与
它融为一体。你，驾驶着时尚，你，也
成了时尚。

保税港区瞄准高端产业集群
建成红酒交易中心，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本报通讯员 罗青

12日，刚刚建成的青岛保税港区红酒交易中心进入试运
行阶段，成为港区内建成的又一高端产业。记者采访了解到，
规划面积仅有9 . 72平方公里的保税港区，凭借政策优势，高端
产业集群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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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记者在青岛保税
港区红酒交易中心看到，建
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的展厅
内，摆满了来自西班牙、法
国、意大利等国的进口红
酒。据青岛保税港区管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展厅内摆放

的红酒全都是原瓶进口，实
行现货交易，保税港区红酒
交易中心将打造成国内北
方最大的红酒交易平台与
交易中心。青岛保税港区目
前已有两个国家级企业技
术中心和3个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
据悉，青岛保税港区建

立了贵金属、红酒交易市场
后，海曙再生资源交易公司
与木浆市场等也在筹建之
中，高端产业集群已初具规
模。

青岛保税港区独有的
仓储物流、对外贸易、国际
采购、商品研发、港口作业
等功能以及“入区退税”政
策，被誉为国内目前政策最
优、功能最强、层次最高、手
续最简的开放高地。

据悉，自2010年11月1日

保税港区一期3 . 42平方公里
封关区域投入运营以来，港
区内的进出口总额、货物和
集装箱吞吐量、国际中转业
务等各项指标迅猛增长。
2011年集装箱中转量突破
100万标箱，中转箱量增幅达
50%以上。据测算，仅此一项

可为港口产生25亿元的收
益，为青岛带来近200亿元的
综合经济效益。

今年5月，二期2 .02平方公
里封关区域正式开关运营，青
岛保税港区成为继上海洋山、
重庆两路寸滩之后，运营面积
居全国第三的保税港区。

今年年初，青岛西海
岸 经 济 新 区 建 设 拉 开 序
幕，新区规划在青岛保税
港区9 . 7 2平方公里的基础
上，构筑胶州湾片区、董家
口片区两大保税功能拓展
区，总面积扩展到约110平
方公里，为保税港区提供

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和广阔
空间。

青岛保税港区管委主
任王怀岳告诉记者，青岛
保税港区将充分对接西海
岸经济新区战略，利用政
策、功能优势，瞄准打造东
北 亚 重 要 的 国 际 贸 易 中

心、国际物流中心、临港航
运服务中心、大宗商品国
际交易定价中心。同时，保
税港区将加快向自由贸易
港区转型，对接中日韩自
由贸易区先行试验区，成
为推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建设的新引擎。

构筑高端产业集群

二期提供新机遇

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区

保税港区一角。 罗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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