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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9月12日，东风雪
铁龙科技创享体验营在上海开
营，继上海车展之后，东风雪铁
龙再一次向业界展示了一个全
新视觉、体验的品牌。

一直以来，底盘是东风雪铁
龙最引以为傲的技术，凭借独
步行业的技术，东风雪铁龙为
消费者提供了舒适愉悦的驾
乘体验。而随着“T+STT核芯”
动力的到来，1.2THP、1.6THP相
继搭载于相关车型，东风雪铁
龙为当代消费者提供了更高
效的动力体验。“T+STT核芯动
力”平衡了澎湃动力与燃油经
济性的两端，在实现高效动力的
同时也兼顾了节能减排的社会
责任。

“T+STT核芯动力”中最先
搭载于东风雪铁龙车型的是

1.6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采用了200bar高压缸内直喷技
术、Twin Scroll 双涡道涡轮增
压技术，以及带负压真空泵的涡
轮增压器等领先行业的发动机
技术，1.6THP 表现不俗。常规
涡轮增压发动机反应迟滞的现
象被有效弱化，燃油得到更充分
的燃烧。

新 近 应 用 于 新 C4L 的
1.2THP发动机，可称同级最强的
涡轮增压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
100Kw，最大扭矩为230Nm，百公

里综合油耗低至5.4L。不仅是
理论上的优胜者，1.2THP也是实
战中的赢家。在2015年“国际
年度发动机”“1.0L-1.4L”组的
评选中，这款发动机终结了大众
1.4TSI“年度国际发动机”9连冠
（2006-2014年）的时代，取而代
之一举夺魁。

最 后 一 位 到 场 的 是
1.8THP，它将于今年9月搭载于
C5 车型上，仅 150Kw 的最大功
率、280Nm的最大扭矩就给人留
下不小的畅想空间。

本次科技创享体验营试驾
的车型主要是搭载了1.6THP的
新C4L、全新雪铁龙C4毕加索、
C3-XR，以及搭载了1.2THP的新
C4L。“T+STT核芯动力”与不同
的车型相匹配，无论是在过 S
弯、U形弯、海螺弯，抑或是直线
加速中，各款车型释放出令人折
服的魅力。

东风雪铁龙“T+STT核芯动力”开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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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 8 月初“冲刺
Focus1 第二季 传奇赛道由你
征服”的激情竞技后，深受广大
赛车迷期待的长安福特赛车学
院9月5-6日在上海天马赛车
场激情开课。全新福特福克斯
携经典福克斯，在长安福特车
队专业赛手的带领下，为怀揣
赛车梦想的车主打造出令人
难忘的赛车盛宴，同时，也彰
显了福克斯车型优良的赛车
血统和作为“操控之王”的极致
驾驭魅力。

本次赛车学院由长安福特
车队的赛手高华阳担任教练，
他在本赛季CTCC（中国房车锦
标赛）中有着出色的表现。在
他的悉心讲解及指导下，学员
们系统地学习了赛车基础理论
知识，并在蛇形绕桩、联合制
动、直线加速、极速试乘等环节
中挑战天马赛车场。天马赛车
场以赛道狭窄、弯道多、超车难
而著称，拥有多达14 个弯道，
2013—2015年长安福特车队连
续三次在这里包揽CTCC分站冠
军，可谓是无数长安福特赛车
迷们心中梦想的圣地。

在天马赛车场，学员们亲
身体验驾驶全新福特福克斯和

经典福克斯带来的极致快感，
赛道上充斥着引擎的轰鸣和轮
胎的低吼，赛道下学员们的欢
呼与掌声也此起彼伏。“我从小
就想当一名赛车手，长大有了
车后只能和喜欢赛车的朋友们
一起摸索，从来没有上过专业
的赛道，更没有参加过这种专
业的培训，导师非常专业，连续
弯道练习很过瘾。”来自江苏的
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对长安福
特赛车学院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能参加这么专业、亲民的
赛车培训学院，感觉太棒了，非
常感谢长安福特帮助我们这些
车迷们圆赛车梦想。”

在两天的培训里，全新福
特福克斯和经典福克斯充满磁
性魔力的引擎声响彻赛道，给
每位学员带来了超凡的驾驭体
验。作为福克斯家族的最新力
作，全新福特福克斯采用福特
最新家族式设计语言，空气动
力性能再次提升，而搭载代表
福 特 先 进 动 力 技 术 的 Eco-
Boost·GTDi汽油直喷涡轮增压
发动机与 SelectShiftTM 6 速
手自一体变速器，运动化调校
的全独立悬挂，配合优异的底
盘调校，更能充分保证其精准
的操控性能。此外，全新福特
福克斯还有着同级领先的燃油

经济性和一系列先进的智能科
技配置，重新定义了令人过瘾
的驾驭乐趣。

长安福特车队赛车手高华
阳表示：“能够担任长安福特赛
车学院的首位教练和导师，我
感到十分的兴奋与自豪，见到
40 多位赛车学员如此专注地
学习基础理论知识，并积极地
投身实践操作，我为他们的执
着精神和勇敢所感动。我相
信，赛车学院一定能够培养出
更多优秀的福克斯赛车手，在
赛道上锐意驰骋，进无止境，勇
夺冠军。

热爱驾驭的广大车迷们，
对长安福特的赛车文化一定不
会陌生。长安福特2006年开始
参加CCC赛事（CTCC的前身），将
福特百年赛车传统引入中国，
在赛车文化方面持续投入，从

“冲刺Focus1第一季 挑战纽博
格林”到“冲刺 Focus1 第二季
传奇赛道由你征服”，长安福特
致力于让更多普通消费者认识
赛车、了解赛车，并有机会亲自
接触到赛车。值得一提的是，
长安福特启动的“年轻车手培
养计划”，培养出了何晓乐、甄
卓伟、江腾一、范高翔、谢欣哲
等一批优秀车手，为中国赛车
运动输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长安福特赛车学院上马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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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C-NCAP公布
了2015年度第三批车型评价结
果，一汽马自达2015款阿特兹
在碰撞测试中表现优异，获得

“五星”安全评价。值得注意的
是，本次是更为严格的《C-NCAP
管理规定（2015版）》实施以来
的首次碰撞测试评价，7款测试
车型中仅有3款获得五星评价，
充分证实了2015款阿特兹的安
全实力。

事实上，这也是阿特兹今
年第二次迎接权威安全机构的

“大考”。前不久，在世界四大
权威评测机构之一的美国公路

安全保险协会（IIHS）的评测中，
阿特兹第三次获得TPS+顶级安
全成绩。世界著名的《福布斯》
杂志还据此将其评为全球最安
全车型之一。中外两大权威机
构的认可，成为阿特兹安全性
能的有力证明。

从被动安全到主动安全，
从IIHS获得TPS+顶级安全认证
到国内C-NCAP拿到五星成绩，
阿特兹不仅为日常行车带来新
的安全感受，也体现了它作为
一辆技术先锋座驾的科技本
色。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国内外权威机构的评测成绩
单，势必将成为安全汽车选购
的一颗“定心丸”。

阿特兹获碰撞测试5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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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9日，继北京、
广州、成都三站经销商探访之
后，一汽-大众奥迪“尊·享”体
验之旅系列活动的最后一站，
在上海收官。在活动现场，上
海永达奥诚的服务顾问和技术
专家带领嘉宾参观了4S店，并
对店内的设施和工作流程做了
详尽的讲解。

在服务流程体验环节中，
嘉宾们在可以同时容纳27辆展
车的展厅内深入了解了“300万
纪念版”车型的由来、配置信息
及金融政策；随后又在二手车展
示区听取了一汽-大众奥迪品鉴
二手车的选取标准和销售模
式。在售后服务体验环节中，技
术专家为嘉宾介绍了透明车间
内的高精尖设备和先进的维修、
保养及钣金喷漆工艺，并通过客
户维修保养流程演示，向在场的
嘉宾展示了一汽-大众奥迪经销
商全球标准化的工作流程及其
提供的尊贵服务。

东部区是一汽-大众奥迪

重要的市场之一，此次探访活
动结合了东部区用户差异化需
求，是全面实施“愉悦东部区
用户”战略的系列举措。希望
借助对经销商的探访活动，将
奥迪 300 万纪念版车型产品、
奥迪经销商标准服务体系和
奥迪品牌服务理念，完美地呈
现在广大消费者面前，进一步
增强品牌满意度。

在J.D.Power最新公布的中
国汽车销售满意度（SSI）和售后
服务满意度（CSI）调查中，一
汽-大众奥迪分别以 795 分和
812 分的绝对优势雄居榜首。
至此，一汽-大众奥迪已累计17
次获得SSI和 CSI的冠军，成为
在该项调查中获得冠军次数最
多的高档车品牌。

一汽-大众奥迪“尊·享”体
验之旅系列活动充分展示了经
销商强大的软硬件实力，并让到
访嘉宾感受到了奥迪的尊贵服
务。未来，一汽-大众奥迪将会
持续引入多元化的产品，并为消
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以回馈
300万用户的支持与信赖。

奥迪开启“尊·享”体验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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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内首家打
通海外采购、国际物流、报关报
检、上牌、售后等环节的全供应链
平行进口汽车电商——99买车网
正式上线。该平台的核心团队，
曾通过上海自贸区内进口了全国
首台正规的平行进口汽车。

今年，平行进口汽车在上海
自贸区率先实现正规化。随着
试点范围不断扩大，数个平行进
口汽车电商也开始涌现。99买
车网不同于其他电商，它不仅能
提供B2C功能，还有针对国内平
行进口汽车贸易商的B2B订购
功能。

“一手货源是99买车网的
核心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的商品
价格不仅较进口车便宜，与其他
平行进口车商相比仍有绝对优
势。此外，凭借货源优势，我们
还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汽车个性
化定制服务。”99买车网相关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未来，通过

“互联网+”透明、开放的特点，
和对供应链的进一步整合，99
买车网致力于成为平行进口汽
车行业的专业服务商。

据99买车网负责人介绍，
上线之初，平台就专门针对包括
热销的路虎、奥迪、沃尔沃、福特
等品牌在内的数款车型，提供个
性化定制服务。众所周知，在
4S店购买中规进口车，通常只
有低、中、高的几款配置可供消
费者选择。借助遍布欧洲、北
美、中东的海外合作方网络，99
买车网提供类似国外买车的个
性化体验。具体而言，消费者根
据自己的喜好，可以在99买车
网的个性化定制系统中“DIY”心
仪的配置，大到外观颜色、内饰
材质，小到轮毂样式、方向盘功
能、DVD设备，都可以随意勾选。

消费者选好车型后，付2-5
万人民币不等的订金，最快30
天内可以提车。如果选中车辆
为港口现车、单证齐全，最快数
日即可提车。

99买车网正式上线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