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春来早，过年买车
正当时。为满足广大用户更
多使用需求，北汽威旺306超
值版厢货将于近期正式上
市。据悉，该厢货车型是根据
现有北汽威旺306超值版产
品基础上开发的，分为基本
型、舒适型两种配置型号，有
单排、双排两种座椅组合。

北汽威旺306超值版厢
货的一大特点是，中门侧窗
采用封闭形式，即为盲窗设
计。相对于玻璃车窗来说，更
增加了车辆行驶中的安全
性。而汽车驾驶室与货仓之
间采用了挡板隔离，避免了
行驶中因急刹车货物冲向驾
驶室，保障驾乘人员安全。北
汽威旺306超值版厢货同样
搭载全新自主A12发动机，根
据工信部数据显示百公里油
耗为6 .5L，低于同级别车型。

作为北汽威旺旗下的
第一款微客车型，北汽威旺
306的可改装性非常的强大，
堪称微客界的“百变金刚”。
拥有超过5 . 01立方米载物空
间的它，可以化身为运输用
车、流动服务车、流动货物贩
卖车等，兼顾生活与工作，
能满足不同用户的不同需
求。同时，北汽威旺306还是
国内第一款通过官方安全
碰撞试验的微客，第一款采
用FSS+BSS全面安全防护
的微客，安全性能非常高。

上市近三年，北汽威旺
306以优异的产品品质获得众
多用户的认可，目前在长轴
宽体市场销量排名第二。据
悉，北汽威旺的销量有20%
是靠老客户转介绍的，不少
车主行驶里程超过十万公里
无车辆大修记录。 (文秀)

北汽威旺306超值版厢货上市

小年已到，除夕还远吗？忙碌了一
年的亲们是不是早已归心似箭？开车回
家过年无疑是一年中最幸福的旅途，但
是最近PM2 . 5时常爆表的雾霾天着实
让人头疼，伤害身体不说还影响了旅途
的大好心情，不过如果你是全新爱丽舍
的车主，那就再也不必担心雾霾的困扰
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全新爱丽舍到底
是怎么“打败”PM2 . 5的呢？

空调滤清器——— 汽车的口罩

在解答这个问题以前，先让我们仔
细来了解一下车辆内最重要的空气过
滤机制——— 空调滤清器，俗称空调滤
芯：空调滤清器作用是可以将室外的空
气经由它过滤之后，再输送到车内，在
这一过程中，像花粉、尘土、污染颗粒物
大部分都可以被过滤掉，从而使车内的
空气保持清洁。换言之，空调滤清器就
相当于是汽车的“口罩”，它对驾驶者、
车内乘员的健康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

空调滤清器既然如此重要，但笔者
经过市场调查后却发现，很多A级轿
车，甚至是B级车，为了节约成本，根本
没有安装空调滤清器，需要用户自行购
买选装，而更有甚者，甚至连预留的安
装位都没有，想装都没法装！这样一来，
别说PM2 . 5，普通的粉尘都无法过滤。
此外，对于大部分有空调滤清器的车辆
而言，经测试后，发现它们由于自身并
不具备真正的PM2 . 5过滤功能，所以雾
霾来临，对PM2 . 5的过滤效果自然也不

理想。

对抗雾霾，我有全新爱丽舍

在对抗雾霾和PM2 . 5的这场战斗
中，全新爱丽舍可谓佼佼者。作为“全新
一代欧系中级车”时刻关注消费者对于
高标准空气质量的需求，其车内搭载了
同级车中最为健康的PM2 . 5过滤电子
空调系统，实际检测的数据显示，该系
统不但可以有效过滤掉90%的PM2 . 5
颗粒，对PM10颗粒的过滤更是达到
99%，从而可以有效净化车内空气。与
此同时，结合精心设计的隐藏式后排舒
风系统与前部出风口设备，全新爱丽舍
还可形成有效的车内气流循环体系，为
消费者打造真正的天然“氧吧”环境。

领先行业标准

全新爱丽舍绿色环保争先

除了来自外部
的污染外，研究表
明，来自车内内饰
部件的挥发性有机
化 合 物 ( v o l a t i l e
o r g a n i c c o m -
p o u n d s ，简 称
“VOC”)也对驾驶
者的健康产生了极
大的危害。由于有
毒有害的部件易于
发挥，有毒的空气
除了易造成车主疲
劳外，严重的还会

造成车内缺氧、直接威胁驾驶安全。
在对车内空气质量控制标准方面，

全新爱丽舍采用的EMP1平台建立起的
整车-零部件-材料三级控制体系，从建
立整车到零部件的分解、零部件到材料
的分解机制，使其监控的材料达1000种
以上，从源头上全面禁止了六大类物质
重金属铅Pb，汞Hg，镉Cd，六甲铬Cr(6
+)及阻燃剂多溴联苯PBBs，多溴联苯
醚PBDEs溴苯类阻燃剂的使用，有效保
证全新爱丽舍车空气的清洁。

全新爱丽舍所在的EMP1平台，采
用了更先进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配备电
子助力转向、优化三元催化、低阻力轮
胎、轻量化车身等，从不同程度降低了
二氧化碳及其它废弃物的排放，相比没
有采用类似技术的车型，可减少约20%
--30%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达到了最
新的国五/国六标准。 （伶妮）

开开全全新新爱爱丽丽舍舍 和和雾雾霾霾说说““BBYYEEBBYYEE””

2014农历新春在即，怎样回
家过年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挤火车？或许你把12306购票网
刷爆了也买不到一张票；赶大
巴？左手行李，右手一袋年货，
估计还有很多特色物品没法带
上……不想这么狼狈，不妨考虑
一下自驾回家。

不过，即便自驾回家也难免
顾虑多：今年除夕不放假、不免过
路费，回家路途远，油费、过路费
用车成本高！长时间开车坐车，会
不会腰酸腿疼？中途在高速上坏
了车，那可是更烦心；车辆一路跑
四五个小时，万一出状况怎么办？
来自广汽丰田的家庭多功能轿车
逸致，就是一款能够满足自驾回
家用车需求的理想车型。该车除
了“空间大、油耗低、安全配置
高”，而且品质可靠、服务贴心，即
使回家路途遥远，逸致都能在舒
适性、低燃油，以及品质可靠耐用
上，更好地满足自驾回家的用车
需求，让自己和家人充分享受一
个低成本、舒适安心的归家旅程。

更经济——— 铂金动力组合

让回家路费更实惠

自驾回家，对于爱车油耗大
的车主来说，无疑是“割肉”，
因为回家里程越高，耗油就多，
再加上今年除夕不免过路费，开
车回家成本会更高。而逸致过人
的燃油经济性，能为车主省回
来，并能在之后的日常用车生活
中，让车主长久受益。

逸致搭载了以节油著称的
“双VVT-i+CVT”铂金动力组
合，除了带来澎湃的动力，更能
让自己拥有优于同级车型的低油

耗，同时尾气排放也完全符合最
为严格的京V排放标准，既节油
又低碳。工信部数据显示：逸致
1 . 8L车型综合百公里油耗仅为
7 . 4L，数值上完全超越同排量车
型应有水准。

并且，逸致中控台仪表盘上
装有的“ECO节油显示系统”，
有利于车主养成节油驾驶习惯，
来降低行车油耗。再加上逸致拥
有 低 风 阻 系 数 、 摒 弃 耗 油 的
225mm宽胎，采用205/60/16的主
流轮胎，有利于帮助车主进一步
降低油耗，带来经济的用车成本。

更舒适——— 超实用空间

满足全方位需求

如果说油耗关乎用车成本，
是车主们极为在乎的，那么车辆
的空间，则是自驾回家不可或缺
的“硬指标”，它关乎着一家人回
家过年的心情。因为除了带上妻
儿，捎上亲友，众多车主还会携带
不少行李、年货等，而苦于车内空
间有限，不少消费者往往会割舍
下许多打算随车带回家过年的特
色物品。对此，逸致拥有的大空间
多功能优势，却能让车主轻松应
对。

据悉，逸致拥有2780mm超
长轴距，比许多中高级轿车、城
市SUV、小型MPV等车型的轴
距还要长，确保了宽敞的车内空
间。其行李箱空间924L，约为轿
车的两倍 (轿车后备箱约 4 0 0 -
500L)，当第二、第三排座椅全
部放倒后，更是可以形成1665L
平坦如床的宽大行李箱空间，放
置诸如小茶几、自行车、婴儿推
车等更多大件物品。

并且，逸致车内多达23处的
储物格，方便家人存放雨具、零
食、奶瓶、化妆品等小物件，使
得车内空间的承载能力，得到充
分的延展。为自驾回家物品存
放，带来更多便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出色的
座椅设计让逸致还拥有优越的乘
坐舒适感：它采取“5+2”座椅设计，
座椅空间布局科学合理，而且座椅
包裹性好，座椅内部的S型弹簧可
以对腰部提供有效支撑，能有效降
低长途乘坐的疲劳感；第一、二两
排座椅距离最大可达975mm，为
第二排乘客提供了宽松的腿部空
间；由于逸致后排每一个座椅均
能独立调节，通过32种座椅组合
方式，能因乘坐需要灵便调节车
内乘坐空间，从而进一步确保自
驾车回家乘坐的舒适性。

更安全——— 五星安全品质

打造最放心回家路

自己开车回家过年，难免长
途跋涉，除了考验车辆的空间舒
适性、油耗表现之外，对车辆的
品质可靠、安全性能等也有高要
求。在这一方面，逸致具有的品
质可靠耐用性带来的低故障，以
及高安全性能，能为车主及其家
人带来更为安心的回家之旅。

作为一款获得C-NCAP五星
安全的家用车，逸致除了标配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EBD电
子制动力分配系统、BA刹车辅
助系统”，还将“VSC车身稳定
控制系统、TRC牵引力控制系
统、HAC上坡起步辅助系统”等
在中高级车上才广泛使用的主动
安全配置作为标配。它采用丰田
独有的GOA车身，这种高强度车
身拥有碰撞吸能优势，碰撞时能
更好地保护行人和车内的家人。
并且，逸致180G车型以上车型，
均配备包括窗帘式空气囊在内的
7个空气囊。

此外，根据2012年J.D.Power

中国汽车可靠性研究(VDS)排行
榜，品牌可靠性方面，广汽丰田
位居非豪华品牌可靠性第一名。
可见，广汽丰田的高标准生产，
确保了逸致拥有超越同级车型更
低的故障率、更高的可靠性。而
在汽车服务方面，根据由中国质
量协会等权威机构主办的中国汽
车用户满意度测评(CACSI)结
果，广汽丰田获得合资品牌“售后
服务满意度No. 1”、“销售服务满
意度No. 1”双料冠军。依托广汽丰
田“心悦服务”品牌提供的尊贵、
贴心服务，逸致车主可以省去许
多后顾之忧。

综上可知，无论在油耗、空
间、安全、品质可靠和服务上，
逸致都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自驾
回家的需求，是消费者开车回家
过年的首选车型。而随着2014年
马年新春的脚步日渐临近，大家
不妨把逸致开回家，与亲朋好友
一起欢度春节。

(宇轩)

自驾回家才是明智之选

逸逸致致成成回回家家过过年年最最完完美美““头头等等舱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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