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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不信，这一千万人正改变着世界

辉煌的成绩
源于一个绿色的地球梦

说到丰田双擎所取得的辉
煌成就，一切都源于一个绿色的
地球梦。1992年，考虑到未来全
球可能会出现的资源匮乏问题，
丰田就颁布了《丰田地球环境宪
章》，它不仅明确了丰田汽车参
与环保事业的基本方针、行动指
南和参与体制，更决定未来几十
年企业战略方向。1993年，丰田
成立G21项目组，目的是在最短
的时间内研发出一款节能、环
保、具有现代汽车精髓并能引领
21世纪趋势的新车型。通过无
数设计师的坚持不懈，全球第一
款量产的混合动力车型——普
锐斯终于在1997年与世人会面。
作为21世纪最现实的环境解决
方案，丰田混合动力双擎车型在
推出后掀起了一阵混合动力的
清新风潮。此后，普锐斯经过三
代更迭，在不断完善自身技术的

同时也收获了更多车主的信赖，
目前全球已有超1000万丰田双
擎车主驾驶着丰田双擎车型行
驶在全球各个角落，共同为绿色
地球梦的实现做出贡献。

万万没想到
双擎带来的不止于环保

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看看
丰田混合动力双擎技术为我们
带来的改变，根据丰田的计算，
与同等车身尺寸及同等动力性
能的汽油发动机汽车相比，截至
2017年1月底销售的混合动力
车减少了7700万吨的CO2排放，
这些CO2足够充满40788栋帝国
大厦、9210193 座大本钟、15.4
万亿个汽水瓶。想象一下，如果
没有丰田混合动力双擎车型所
做出的改变，我们的环境会变成
什么样子？

丰田双擎能达到如此惊人
的环保能量完全得益于分布在
全球的丰田混合动力车主。根

据计算结果发现，每位混合动力
车的车主都会帮助减少约10.6
吨的CO2排放量！假设没人每天
呼出1kg的CO2，10.6万吨CO2就
相当于一个人29年的CO2呼出
量，如此可见丰田混合动力车型
为环境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随
着1000万混合动力车销售量的
达成，我们离绿色地球梦将愈来
愈近。

而丰田混合动力双擎技术带
给我们的利好不止于这份事关环
境的社会责任感，而是更多实实
在在的便利与实惠。站在车主生
活角度来看，低油耗、低排放带来
的最直观影响就是一箱油能够跑
的更远，从而减少了去加油站的
次数，不仅节约了一笔油费，更减
少了每次加油时的等待时间。无
需外接充电的特性让车主远离充
电桩所带来的充电等待甚至充电
难的恼人问题，省时、省事又省
心，选择一辆丰田混合动力双擎
车型，何乐而不为呢？

卡罗拉双擎
引领潮流的混动先锋

为了让更多中国消费者感
受到丰田混合动力双擎技术为
人类生活带来的优势与便利，一
汽丰田于2015年底将搭载有先
进混合动力双擎系统的全新亲
民车型——卡罗拉双擎引入中
国市场，并对其进行优化与调
教，使之成为最适合中国消费者
的混合动力车型。

卡罗拉双擎的价格区间为
13.98-17.58万元，将合资品牌
混合动力车型的价格门槛拉至新
低，达到A级车的价格区间。卡
罗拉双擎的外观极具个性和先进
性。卡罗拉双擎前脸采用细长的
LED前大灯及“闪电眼”造型LED
示廓灯，配合兼具亮光与亚光两
种不同质感的镀铬装饰条，呈现
出高级感，凸显卡罗拉双擎高一
级别的科技感和双擎身份。

除了外观的帅气与凌厉之

外，卡罗拉双擎出色的动力表现
也是众多消费者津津乐道的话
题。1.8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与电动机配合工作使卡罗拉双
擎既能感受到电动车型带来的
快速响应与安静，又可获得高速
行驶时的澎湃动力与驾驶乐趣，
与普通汽油车相比，不仅不需要
改变任何原有驾驶习惯，配合EV
电动模式、ECO节能模式、PWR动
力模式三种驾驶模式，更增添了
卡罗拉双擎的驾驶乐趣。

卡罗拉双擎全系搭载LED带
自动水平调节前大灯、带全新花
粉型空调滤清器（对PM2.5过滤效
率高达99%）、6扬声器、6SRS安全
气囊、S-VSC车身稳定性控制系
统、HAC上坡辅助控制系统等配
置，全方位提升用户的驾乘体验。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
当所有人的努力凝聚成一股不
可阻挡的力量时，我们终将改变
世界，加入卡罗拉双擎的行列，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明天！

2017款全新福特福克斯延
续全新福特福克斯卓越操控、可
靠安全和领先智能的产品优势，
全系标配 8 寸多点电容触控大
屏，提供SYNC 3车载连接系统及
原厂智行多媒体导航系统两款
先进的移动互联系统满足不同
消费者的需求，为消费者带来以
智能科技重新定义令人过瘾的
驾驭乐趣。

全新智能升级，
创领车载互联技术

2017款全新福克斯全系标
配8寸多点电容触控大屏，提供
SYNC 3车载连接系统及智行多
媒体导航系统两款先进的移动
互联系统，使消费者尽享过瘾车
载互联乐趣。

SYNC 3车载连接系统，运行
更迅速、界面更直观、使用更便
捷，更可与智能手机及众多应用
程序无缝对接，为每一位消费者
提供更加智能的移动出行解决
方案。

SYNC 3配备了更加灵敏的
语音识别技术，能够让消费者通
过简单对话式的语音指令操作
车辆的娱乐、导航系统等；同时
简化了下达指令的步骤，除了支
持城市范围内知名兴趣点的快
速语音查找外，只需按下方向盘
上的语音控制激活按钮，直接对
系统说“寻找附近的咖啡馆”、

“寻找附近的加油站”或“寻找附
近的停车场”，系统便会自动寻
找附近的场所。8寸全新触控屏
支持多点触控和手势缩放操作，
带来媲美智能手机的互联体

验。全新的中文手写输入识别
功能，丰富的中文词库和自动联
想功能帮助消费者更快捷方便
地输入查找目的地。

作为 SYNC 3 的 一 部 分 ，
AppLink 平台能够让消费者将
自己的智能手机和车辆相连，
运用语音指令或车载显示屏上
的按键就能控制可兼容应用，
安全且方便地使用智能手机中
的应用程序，包括 QQ 音乐、喜
马拉雅 FM、天气通（福特定制
版）、考拉 FM、蜻蜓 FM、中国广
播、航旅纵横、开车问问、同花
顺等应用。

此外，SYNC 3 还支持Apple
CarPlay 功能，为 iPhone 手机用
户提供更多车机互联的选择，
AppleCarPlay通过车载USB接口
连接iPhone，实现iPhone与车内
置显示屏以及控制器无缝对接。
智行多媒体导航系统配备8寸多
点电容触控屏，操作灵敏、流
畅。该系统集成了地图可缩放
的导航系统、音频视频播放、收
音机操作、打接电话、倒车影像、
手写输入等功能，消费者还可通
过蓝牙将智能手机与系统连接，
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便利、丰富的
驾驶体验。

传承产品实力
尽享过瘾驾驭乐趣

2017款全新福克斯增加熔
岩黑全新车色，外观动感时尚，内
饰现代简洁，紧贴时尚风潮，充分
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审美需求。

搭载 EcoBoost180 和 Eco-
Boost125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配
合SelectShift 6速手自一体变速
器、发动机自动启停、AGS进气格栅
主动关闭系统、SRC电池智能充电
系统和BMS环保智能电池管理系
统，为消费者带来充沛的动力和出
色的燃油经济性。此外，1.6升Ti-
VCT双独立式凸轮轴可变正时发动
机和PowerShift 6速双离合变速
器提供更多的优质动力组合，以满
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同时，2017款全新福克斯还
保留了之前车型先进的智能科技
配置，如主动泊车辅助系统、LKA
车道保持辅助系统、LDW车道偏离
提醒、ACS低速行车安全系统、自
动前大灯、包含CTA两侧来车预警
系统的BLIS盲区监测系统、第二
代My Key及雨量感应雨刷在内的
近二十项智能科技配置，为消费
者带来更具品质和安全的拥车
生活。

2017款全新福特福克斯智能引航

广告

生活在城市中的你，是否也如此纠结？一方面，
你向往着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活，但另一方
面，你又得无奈接受城市生活中雾霾环绕、资源紧张
这个并不完美的现状，也许你无法逃离充实又无奈
的城市生活，也许你想过为环境做出点什么，但又觉
得自身的努力微乎其微…别灰心，其实你并不孤独，
因为正有1000万人与你一起，通过自己的努力共同
改变着世界。 青年报 程元辉

青年报 车键

3月13日上午，上汽集团大
通房车研发及生产基地在江苏省
溧阳市“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
培土奠基，并在天目湖景区为上
汽大通天目湖房车营地揭牌。

在上汽集团“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共享化”的“新四化”
战略引领下，上汽大通作为房车
领域的领先者再次走在创新前
列。做大房车市场、成为中国房
车第一品牌，是上汽大通C2B核
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
面，上汽大通迎合国内房车市场
发展的大环境，为房车自驾游做
好配套设施；另一方面，房车本身
个性化的产品特征，迎合了当前
国家所鼓励的个性化、柔性化制
造方式。

上汽集团大通房车研发及
生产基地，由上汽大通汽车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总投资金额达
17亿元，占地420亩，是国内首
个专为大规模定制化房车打造
的研发及生产基地。基地将引

进欧洲先进的生产设备，建设柔
性化装配车间、智能化家具车间、
厢板车间、展示及研发中心，并利
用大数据分析，根据不同用户喜
好实现个性化定制，为国人提供
优质的房车产品。据了解，基地
建成后将成为国内最先进、最大
的房车研发及生产基地，产品覆
盖全系列智能房车，达纲年产量
超25000辆，年销售达60亿。

目前，上汽大通已建立房车
游线路80条，签约房车营地125
个，覆盖20余个省市。依托用户
大数据分析应运而生的“房车生
活家”线上出行平台，上汽大通融
合房车租赁、销售、房车旅游线路
推荐、营地预订为一体的行业独
有的房车生活生态圈闭环初现。

上汽大通天目湖房车营地
分为临湖和望湖岭两个营区。
今天揭牌的临湖营区座落在湖
畔，面积近9亩，设房车露营位
30个，采用无人值守式智能水电
桩，驴友可以在线预订和开通水
电补给功能，并可使用专设的24
小时卫生和淋浴设施。

上汽大通生产基地落户溧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