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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近日，雪佛兰“传奇
7 号”全新科鲁兹正式上市，以
10.99 万至16.99 万的价格区间
以及超越同级的产品实力与竞
争对手贴身紧逼，在中级车市场
展开价格、品质与品位的全方位
较量，并开创细分市场“全方位
用户体验至上”的性能中级车
3.0时代。

细究原因，全新科鲁兹能挑
动起消费者的“燃”点并非偶
然。雪佛兰百年赛车基因传承
之下的操控感、7速DCG智能启
停双离合变速箱、领先同级的
2700mm轴距、百公里5.7L的超低
油耗、4G LTE原装集成车载Wi-
Fi……科技实力全面加码和7大
产品力进化，显然对消费者显然
有着难以抗拒的多重诱惑。

雪佛兰百年赛车运动
点燃速度与激情

说到运动，那一定不能忽略
雪佛兰历史百年的赛车文化。由
赛车手亲手缔造的雪佛兰天生具
有赛车精神，品牌创立至今，雪佛
兰车型参加过美国印第500大奖
赛、NASCAR、勒芒系列赛、勒芒大
奖赛、FIA GT、WTCC等多个世界顶
级赛事，并取得了不朽战绩。在
105年的品牌发展史中，雪佛兰
对赛车工程的专注让品牌旗下的
车型获得了最直接的运动基因，
赛车技术有效运用在了量产车的
设计与开发中，从而诞生了科尔
维特、科迈罗、迈锐宝等许多性能
卓越的经典之作。

在雪佛兰量产车中，将赛车
基因发挥最为淋漓尽致的翘楚
当属科尔维特、科迈罗和科鲁兹
组成的3C家族。作为国宝级超
级跑车，1953年诞生至今的科尔
维特已经走过7代车型，每一代
科尔维特跑车都代表了雪佛兰
当时最新产品设计和工程技术
的趋势与巅峰。强悍的性能让
科尔维特赛车也成为世界顶尖
赛事的常胜将军，其高性能版车
型在素有“绿色地狱”之称的德
国纽博格林赛道成为当时量产
跑车单圈最快成绩保持者。

另一款传奇车型——“大黄
蜂”科迈罗从1966年推出到现在
已经有6代车型登场，凭借对性
能不屈不挠的追求获得了超过
百万车主的喜爱。“3C”家族成员
之一的科鲁兹依靠出色的动力
系统和德国纽博格林赛道调校
的底盘，创下2010-2012连续三
年包揽WTCC世界房车锦标赛车
队和车手双料冠军的辉煌战绩。

“3C家族”赛车基因
打造不凡运动性能

全新科鲁兹传承了3C家族
的赛车基因，成为雪佛兰赛车工
程技术下沉的最新产品。运用
通用汽车全球最新小排量发动
机技术，全新科鲁兹全系标配同
级唯一SIDI顶置智能直喷技术
的全铝轻量化1.4T和1.5L发动
机，运转极其高效。同时7速双
离合器变速箱采用了全新的标
定方式和技术，使得换挡流畅
度、驾驶乐趣以及燃油经济性方
面得到最好的平衡。

源自赛车运动并大量应用
在超级跑车的轻量化技术，如今
也被更多的运用在家用轿车
上。全新科鲁兹通过轻量化造
车工艺应用更多超高强度材料，
较上一代成功“减重”120公斤，
以更轻盈、更坚固的车身，打造
出灵敏稳健的驾控体验。同时，
全新科鲁兹还配备了纽博格林
赛道调校级别的运动底盘，后悬
挂采用通用欧宝专利增强型瓦
特连杆，增强车身侧向稳定性；
再搭配ESC电子车身稳定控制系
统和控制精准的EPS电子助力转
向令全新科鲁兹成为同级车中
最佳操控代表。

全方位体验
开创性能中级车新时代

全新科鲁兹既提供动力与

操控的激情与趣味，也给予用户
全方位的舒适与享受。同级领
先的 2700mm 轴距，以及特殊优
化的后排膝前与头顶设计，营造
出宽绰舒展的乘坐空间，给每个
乘用者轻松惬意的驾乘感受。
车内16处储物格排列错落有致，
处处体现出了设计者的精心，从
中控储物槽、门侧储物槽，到后
排中央扶手及杯架，车主都可为
自己的手机、停车卡、饮料等物
品轻松找到“归宿”。后排座椅
在4/6分离折叠放倒后可获得更
大储物空间，轻松满足当下年轻
消费族群的出行需求。

同时，全新科鲁兹在科技配
置方面也拥有碾压同级的自
信。全系标配支持百度Carlife
和苹果CarPlay的雪佛兰全球新
一代MyLink智能车载互联系统，

在7英寸多点触控电容彩屏上即
可实现智能手机的众多功能。
新一代安吉星4G LTE原装集成
车载 Wi-Fi，热点可覆盖 700 平
方米并支持7台设备同时接入，
时刻享受移动互联的乐趣。此
外 ，全 新 科 鲁 兹 全 系 标 配 了
Start&Stop智能启停系统、TPMS
智能胎压监测系统(四轮独立数
显)，并搭载同级领先的侧盲区
报警、APA自动泊车系统等智能
科技。

过去数年间，性能中级车经
历了“以概念、颜值为先”的1.0
时代和以“数据为先”的 2.0 时
代。此次，全新科鲁兹凭借在动
力、操控、轴距、节能、互联、安
全、轻量化等7个方面的全面超
越，率先打开以“强调用户全面
体验”的性能中级车3.0时代。

注重全面体验 全新科鲁兹开启性能中级车3.0时代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8 月 3 日, 在正式
成为外交部外事礼宾用车及杭
州G20峰会官方指定用车后，吉
利帝豪EV登陆上海。

为了让上海消费者更加轻
松地感受纯电动车带来的便捷
与舒适体验，吉利汽车推出了限
量优惠政策，上海地区前888位
帝豪EV车主可享受高达11万
元的补贴，扣除补贴后进取型、
精英型和尊贵型的终端售价分
别为11.88万元、12.98万元和
13.98万元。

帝豪EV作为“蓝色吉利行
动”首款战略车型，源于销量近
百万的帝豪平台，超长的续航里
程、超低的使用成本、超高的性
价比，使帝豪EV拥有同级别电
动车不可比拟的综合竞争力。

而在国家补贴 5.5 万及上
海地方补贴 3 万的基础上，前
888位车主还可享受厂家给予
的2.5 万优惠，高达11 万的补

贴让上海消费者享受和北京市
民同样的购车礼遇。

同时，购买帝豪EV可直接
上沪牌，还可享受免购置税、车
船税、不限行、前4次保养免费
等政策。

动力上，帝豪EV采用性能
优于市场其他动力电池的三元
锂电芯，蓄电量为45.3千瓦时，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为253公里，
60公里/小时等速续航里程可达
330公里，极大程度解决了续航
里程的困扰；搭载的永磁同步电
机，最大功率为95千瓦，起步即
可输出240牛米峰值扭矩，0-50
公里/小时加速仅4.3秒，0-100
公里/小时加速仅需9.9秒，动力
强劲，响应敏捷。

充电方面，帝豪EV配备了
可供家庭、公共充电的五种交、
直流充电模式，快慢充均为国标
插口，兼容公共设施的快慢充电
桩；其中慢充模式14小时达满
电状态，专用快充30分钟即可
完成80%的充电量。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一年一度最潮、最
in、最 fashion，无法错过的车
迷狂欢盛宴——Audi Sport嘉
年华，7月29日-8月1日在上
海奥迪国际赛车场盛大进行,
两万多车迷朋友们在这里感
受到了汽车文化无可抗拒的
魅力。

本届 Audi Sport 嘉年华
上，Audi Sport 子品牌正式发
布、三款高性能车型全新一代奥
迪 R8 V10 Coupé Perfor-
mance、奥 迪 RS 7 Sportback
Performance及奥迪RS 6 Avant
上市，最让笔者激动的就是最后
一日的赛道体验，速度与激情的
碰撞让人印象深刻。

7月30日晚，位于上海奥迪
国际赛车场的发布会舞台被设
计成奥迪 V8 发动机引擎的造
型，使得嘉宾们如同置身于赛车
的引擎世界，瞬间嗨翻全场。

在发布会上，一汽-大众奥
迪销售事业部执行副总经理葛
树文先生用饱含深情的话语总
结了Audi Sport四年来发展的
历程，并宣布 Audi Sport 子品
牌正式发布。

奥迪今后将引入全系高性
能车型家族，推广更多赛事文
化 ，打 造 服 务 体 系 ，把 Audi

Sport 子品牌打造成奥迪的最
高端子品牌。

Audi Sport嘉年华安排了
丰富的试乘试驾环节。无论是
模拟赛道区的直线加速和连续
过弯，还是弯道练习、蛇形绕
桩、极速体验，都充分展现了
Audi Sport高性能车型的极致
性能。

在赛道体验日，笔者体验
了 全 新 一 代 奥 迪 R8 V10
Coupé Performance 带来的速
度与激情，260km/h的速度让人
肾上腺素飙升，稳定扎实的操
控感让这台超跑更加平易近
人。RS 6 Avant也是中国消费
者期待已久的车型，它被称作

“低调的猛兽”，一台休旅车有
着超跑的速度，想想都会觉着
疯狂，但它真的来了，笔者对它
爱不释手。

为了让未能到场的车迷朋
友也能在第一时间欣赏到本届
Audi Sport嘉年华的精彩盛况，
一汽-大众奥迪创造性地邀请
了众多时下最具人气的直播达
人、汽车类直播媒体和玩车圈大
咖对Audi Sport嘉年华做全方
位直播，打造年度最强直播矩
阵。如此大面积邀请网红参与
直播在汽车圈尚属第一次，充分
体现了一汽-大众奥迪在传播
营销上具备的敏锐思维和创新
能力。

Audi Sport嘉年华盛大举行，吸引了2万多车迷

奥迪赛道体验 速度与激情碰撞

外事礼宾用车帝豪EV上市
上海地区前888位车主可享11万元补贴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