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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左俊

本报讯 丁桂飘香的九月，

长安福特新蒙迪欧“ 我，来到你

的城”首站活动来到苏州。伴随

着新蒙迪欧滚滚的车轮声，我们

一路欣赏着水城盛夏过后秋爽

时分的恬静韵味，感受着自然景

观结合人文景色的魅力带给我

们的品质体验。

清晨阳光乍现，同里镇的船

橹声还未响起，我们一行人来到

了邻近的静思园。在著名园艺大

师、静思园的主人陈金根的深入

解读中，我们由声入境，细细品

读着这座江南古典园林的楼台

亭榭、小桥流水的韵味。鹤亭桥、

小垂虹、静远堂等独具匠心的设

计令人流连忘返，尤其是庆云峰

的鬼斧神工般造型，让人叹为观

止。在九曲回廊的园林中，陈金

根向我们诉说着他十一年以来

对静思园倾注的心血，自古园林

便有着士大夫所崇尚的自由、品

位生活之精神境界，笔者想造园

林与造车一样，设计几经易稿，

工序复杂多样，悉心装配加工，

都需要一种积极进取、追求精致

的生活理念。

在接下来的发现苏州之美

自由试驾环节中，我们一路来到

太湖之滨。在环湖的道路上，我

们驾乘着新蒙迪欧缓缓前行，在

双区独立恒温空调和多角度的

按摩座椅轻柔捶捏之下，舒适地

欣赏着车内外的风景，动力的充

沛和低油耗的消耗保证了我们

的驾乘。自驾游行继续在水城的

道路上自由驰骋，TVC全新弯道

扭力智能分配系统和ESC车身电

子稳定系统为我们提供了坚实

的保障，古色古香的同里，姑苏

城外的寒山寺，一路游行尽收眼

底。

在欣赏美景，品尝完苏式美

食的傍晚，新蒙迪欧品位生活之

旅来到了苏州会议中心。在这里

我们将欣赏到田沁鑫导演的最

新力作《 山楂树之恋》，话剧感

悟心灵，品质出于感悟，这次新

蒙迪欧正是顺应了消费者的需

求，通过网络票选的形式将最纯

净的爱情，最感人的故事带到苏

州，与这里的城，这里的人，这里

的山水，一并感悟，一起追求。

上市一年多，长安福特新蒙

迪欧的关注度一直居高不下，自

去年8月底上市以来一周年的累

积销量已经突破了十万辆。新蒙

迪欧追崇高质量的生活品质，相

信正是由于这一理念的坚持使

得它们的成功。新蒙迪欧在强势

引领中高级车细分市场的同时，

更掀起一股品质生活新风潮，让

我们在更为丰富的新旅程中不

断发现，不断向前。

新蒙迪欧品位生活之旅启程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9月1 0日，广汽本

田首款SUV缤智（ VEZEL）的炫

彩时尚秀在中央美术学院美

术馆上演，这款SUV将于9月1 1

日开始接受预订。其中，缤智

1 .8L入门版预售价格不高于

1 4万元，并将于1 0月底上市；

1 .5L车型入门版预售价格不

高于1 3万元，将于201 5年第一

季度上市。

缤智的外观设计理念为

“ Dynami c Cross Sol i d”，将

轿跑车的时尚外观与SUV张力

十足的形象这两种看似矛盾

的元素实现了完美融合。这样

的设计理念，通过充满力量感

的前脸、轿跑风格的车舱、强

有力的车身下部以及五种灵

动的外观色系得以有力呈现。

线条流畅的车舱、宽敞灵

动的尾部设计，塑造出缤智轿

跑车风格的力量感。而由C柱

直接切入腰线的独特设计，将

轿跑车的灵动与SUV的大气等

多元化的美学元素进行了和

谐交融。

缤智的中控台大胆采用

了撞色的前卫设计，给驾乘者

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独特的

悬浮式双色仪表盘、简洁醒目

的浮雕式转速针为驾乘者营

造出高品质和科技感。得益于

Honda独创的MM理念，即人乘

坐的空间最大化、机器占用的

空间最小化，缤智在空间方面

颇具优势。

此次预售发布的缤智，搭

载了高效能的1 .8L i -VTEC发

动机，通过结合低油耗轻量

化、低摩擦化等技术，将中高

负荷时的强劲动力性能和低

负荷时的优异燃油经济性高

度融合在一起，配合新一代

CVT变速器，最低综合工况油

耗仅为6.5L/1 00KM，实现了在

节油性与驾控感的高度平衡。

广汽本田全新S UV缤智 9月启动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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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连续不断的汽车

行业反垄断声浪中，反垄断终于

迎来了关键阶段，据相关人士透

露，新的《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

施办法》（ 下称《 办法》）修订草

案已经出炉，并由汽车行业流通

协会下发至厂商和大型经销商

处征询意见。

从今年国家发改委与反垄

断局不断对国内汽车行业反垄

断调查加大力度开始，矛头逐渐

对准了在我国已经实行十年的

《 办法》，早在7月31 日，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 关于停止

实施汽车总经销商和汽车品牌

授权经销商备案工作的公告》，

而此次简政放权被视为《 办法》

将要修改的积极信号。

但由于现行《 办法》对整车

厂利益极为有利，所以在一段时

间内《 办法》的修订一直处于难

产状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厂商

的反对。虽然代表各方利益的拉

锯战仍然在继续，但包括市场变

化的倒逼、相关政策出台以及舆

论环境的压力，《 办法》 的修改

早已到了箭在弦上，势在必行的

处境。

在之前的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信息发布会上，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副秘书长董扬就已透露国

家有关政府部门正在结合产业

发展阶段和行业变化趋势，组织

汽车行业对《 办法》进行修改与

完善。

“ 修订后的‘ 草案’在经销

商建店的成本、标准等方面将有

所放松，比如原来的4S店必须要

求在独立场所盖方方正正的店，

而以后的考核标准可能仅在于

是否满足服务标准。”知情人士

告诉媒体，“ 还有一点是，在此之

前，经销商店面装修所采用的材

料等，基本上都是由厂商指定供

应商，以后这方面的限制可能会

放松。”

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实施办法修订草案出炉

对经销商建店标准将有所放松
一周汽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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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 3日，新一代

标致408在浙江杭州科技馆上

市。当晚，东风标致总经理李

海港、东风标致品牌管理及公

关分部主任李南鸿、东风标致

营销支持分部主任马丽、东风

标致东南大区主任张剑锋莅

临出席了上市发布会。

新一代东风标致408，是

神龙公司引进EMP2模块化平

台后打造的首款车型，展示了

标致家族全新的外观设计风

格 和 配 置 。 站 立 的 狮 标 和

2730mm同级别超长轴距使得

标致408不论是外观还是配置

都显得焕然一新，“ T+STT高

效动力” 的组合充分体现了

“ E动战略”更高效、经济、环

保的核心理念。定位于“ 全能

男神” 的新一代标致408 以

“ T+STT高效动力”、“ Al l i n

One 集 成 触 控 ”、“ 3D Saf et y

三维安全”为三大卖点，推出

了1 .8L自然吸气和1 .6T涡轮

增压两个排量5款车型。共有

珠光白、碳晶黑、松木棕三种

颜色可供选择，售价区间为

1 2.97万-1 8.97万元。

今年是东风标致造车1 25

周年，也是标致“ 升蓝突破

年”。新一代标致408以核心战

略车型的身份承载起品牌向

上的重任，期望助力东风标致

实现“ 201 5年冲击45万辆”的

“ 升蓝计划”目标。

新一代标致408浙沪地区上市

青年报 左俊

本报讯 201 4年9月1 3号，

东风雪铁龙T时代新C5在上海

博大汽车公园上市。新C5是东

风雪铁龙“ T+STT核芯动力”

战 略 的 首 发 车 型 ， 集 成 了

1 .6THP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STT智 能 启 停 系 统 、CITROEN

CONNECT车载互联系统和MCS

底盘的“ 3T+MCS”科技组合，

汇聚了东风雪铁龙最新科技

成果。

新一代C5相比于老款基

本上没有大的改变，外观方面

前脸LOGO下方的两辐装饰条

采用了黑色涂装，车顶增加了

镀铬条装饰，车身侧面增加了

THP的标牌，使新C5具有独特的

标识性。配置方面新C5全新搭载

的CITROEN CONNECT车载互联

系统拥有一键导航、实时路况、

车内WIFI共享、离车导航等多项

人性化功能。值得一提的是，T时

代新C5首次搭载了1.6THP涡轮

增压直喷发动机，这款发动机由

PSA集团与宝马集团联合研发，

已连续8年蝉联“ 国际年度发动

机” 冠军。除了1.6THP车型之

外，新C5还有2.0L、2.3L排量的车

型，价格区间在1 8.1 9—23.69万

元之间，以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

动力需求。

201 4年是东风雪铁龙“ 龙

腾C计划”的攻坚之年。东风雪

铁龙将继续以前瞻的眼光、人

性化创新的科技，为用户带来

更多更丰富的价值体验。新C5

的上市，必将承载东风雪铁龙

厚重的期望。

东风雪铁龙T时代新C5上市

东风裕隆优6进入上海摩登时区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201 4年9月1 3日，

新时尚纳智捷 优6 SUV冠名

赞助的新丝路中国模特大赛

正式进入上海摩登时区，为这

座国际性的时尚都市带来了

新的挑战和突破。

在纳智捷 优6 SUV的T台

上，既可以看到充满东方风情

的古典美女，也能看到新潮的

时尚新生代。对于上海姑娘来

说，时尚摩登是一种与生俱来

的特质。中国没有第二座城市

像上海这样，在时尚界拥有如

此的老资历。从小沉浸在上海

特有东方浪漫情愫中，也熏陶

出了上海姑娘独有的东方摩

登风情。

同为东方美学的践行者，

东风裕隆纳智捷使用最先进

的西方现代工艺重塑传统东

方美学，对于华系车的设计，

优6给出了全新的见解，打造

出最符合中国消费者审美的

专属车型。纳智捷将传统书法

中的线条美学融入车型设计，

精心勾勒出每一根线条，优美

的曲线和窈窕的上海姑娘无

比契合，东方美学在优6的自

我秀场里焕发出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