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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孙臣

12月4日，2017“别克关怀
体验日”在上海圆满收官。从今
年9月启动至今，“别克关怀体
验日”走入全国17个城市，为超
过500组家庭带来零距离体验
别克关怀品质服务的机会；同
时，“别克关怀”联合嘉实多、
PPG、普利司通、美孚、宣伟、固特
异等上汽通用汽车纯正配件合
作伙伴及行业专家，围绕轮胎、
机油、油漆三大类保养主题科普
宣讲，深度满足新时代用户养车

用车的实际需要。
作为别克品牌倾力打造的

服务体验平台，2017“别克关怀
体验日”提供了更精准、更透明、
更便捷、更专属的精品服务，为
客户展示了面向未来、全方位涵
盖用车养车的新时代服务体验。

近年来，别克关怀精准洞察
用户需求变化趋势，精耕细作，
不断开拓新的价值服务：率先开
发售后服务电商和O2O一站式
服 务 ；推 出 iBuick 手 机 应 用
APP，引领售后服务数字化潮流；
推广 e-Service 易享关怀展厅

服务提升透明度；深化打造“别
克关怀360专属服务季”、“别克
关怀体验日”等平台，提升服务
体验，如别克关怀“移动服务中
心”一站式维修保养等便利服务
站已覆盖超过 350 个县级市。
2018年，别克将完成旗下大部
分特约经销商展厅的升级工作，
广泛推行信息互通透明化工程；
并且依托别克Avenir高端子品
牌的推进，进一步充实“主动，专
业，高效，尊崇”的服务内涵，全
新演绎“比你更关心你”的品牌
主张。

青年报 程元辉

2017 长城润滑油 CTCC 中
国房车锦标赛最后一回合的比
赛昨日下午在上海国际赛车场
正式打响。上汽大众333车队
的车手张臻东和艾明达再次登
上领奖台，拿下本赛季最后一座
冠军奖杯和亚军奖杯，上汽大众
收获第五个厂商杯冠军，同时艾
明达获得了车手杯年度亚军，为
本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第二回合正赛中，张臻东位
于头排发车。起步之后，首位之
争异常激烈，张臻东稳稳守住了
第二的位置，第四圈时就成功上
升至首位，之后便开启了全场领
跑模式。另一位上汽大众333
车队的车手艾明达从第五位发

车，在比赛的第四圈就成功升至
第三。在后一圈中，艾明达和前
车上演了漂亮的缠斗戏码，在几
个回合的较量后，艾明达最终超
越对手，来到了张臻东的身后。
两台 Lamando GTS 赛车在赛道
上一、二位领先，稳稳地拿下冠
亚军。另两位车手江腾一和王
睿也顺利完赛。

赛后张臻东和艾明达都激
动地表示，能在本赛季的最后一
回合比赛中取得如此优秀的成
绩，无论是对于车队还是车手自
己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交代。在
这个赛季中车队所有工作人员
和车手们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努
力，整个团队在磨合中成长，在
成长中进步，最终的成绩也是对
车队所有人的肯定。

青年报 于诗婕

日前，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部
件供应商法雷奥携旗下创新技
术，强势回归2017上海法兰克
福汽配展。秉承着“We care 4
you”的全新理念，今年，法雷奥
售后带来了碰撞件、维修件、易
损件和商用车四大产品线的创
新产品，以不断满足经销商们以
及终端用户的需求。

此次法雷奥带来的七大
核心产品为：双质量飞轮、法
雷奥 12 伏皮带式起发电一体
机、48伏皮带式起发电机一体
机、矩阵式 LED 前大灯、SWF 优
视系列无骨雨刮、多元酚高效
空调滤清器和斜盘式空调压
缩机。

作为汽车后市场领域的专
家，法雷奥售后一直致力于为各
大乘用车、商用车制造商提供原

厂品质的汽车零部件以及一流
的独立售后市场服务。

目前，法雷奥在中国已拥有
30家生产基地、13个研发中心、
在职员工达18000名。自2014
年起，中国已经成为法雷奥员工
人数第一的国家。2016年，法
雷奥中国订单量占集团订单总
量的28%；主机厂配套销售额同
比增长22%，领先市场平均水平
8个百分点。

青年报 于诗婕

今年广州车展，本土作战的
广汽丰田携重磅车型第八代凯
美瑞卷土而来。在SUV当道的国
内汽车市场，中高级轿车第八代
凯美瑞未售先火，在新车发布前
一天已经收到了 8300 份订单。
而16日正式发布后，全新第八代
凯美瑞订单数量火速破万。这
是中高级轿车市场多年未见的
火爆现象。

火爆现象的背后引发全新
的思考，第八代凯美瑞是如何
全新变革从而抵抗住 SUV 的进
攻？作为首款完全基于TNGA架
构开发的车型，第八代凯美瑞
几乎从零重新开发，全新换代
之后更加豪华和炫酷，广汽丰
田以匠心精神打造中高级车豪
华新标准。

双造型设计
运动时尚冲击力强

以往凯美瑞以其商务、优
雅的姿态打动了消费者，安全
可靠，毫不张扬，低调中庸。很
多媒体人对在广州车展上发布
的第八代凯美瑞评价是“很不
凯美瑞”，双造型设计令人眼前
一亮。

豪华版车型采用巨幅的梯
形横条格栅，营造宽厚且低稳的
蹲姿，犹如橄榄球手蓄势待发。
流线型车身不仅动感十足，而且
增强了驾驶稳定感；更低的腰线
强调了大尺寸车轮的力量感。

运动版车型采用蜂窝网状
凌厉进气格栅，更强劲的驾驶动
感和低重心外形展现扑面而来
的运动气息，犹如蝶泳运动员乘
风破浪的身姿；尾部采用双侧四
排气管造型，大胆塑造高端运动

型轿车形象。混合动力版车型
以豪华版为基础，通过浅蓝色的
前、后灯凸显先进科技感。

除了打破常规的大胆外形，
第八代凯美瑞在内饰上也花了
不少功夫。不同于传统的中控
台T型设计，第八代凯美瑞中控
台采用非对称设计，中控台呈现
优美的Y型曲线。运动版新增激
情红内饰，红色的软包和金属饰
板无缝衔接，一开门便是扑面而
来的运动感和未来感。

以驾驶者为中心
追寻全新驾趣

驾驶乐趣应该是第八代凯
美瑞不同以往的最大特性。作
为首款完全基于TNGA架构开发
的车型，第八代凯美瑞“以驾驶
者为中心”重新开发汽车，几乎
所有零部件都从零重新开发、核
心部件全部采用最新技术。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车身重
心降低了整整20毫米，这一关键
变革为塑造人车一体的驾驶乐
趣奠定了根底。驾驶者从进入
座舱的瞬间，就能获得理想的坐
姿和开阔视野，坐垫位置、方向
盘角度、踏板倾角等均以毫米为
单位重新进行设计。重心降低
提升了车辆行驶的稳定性，宽轮
距提升了贴地性。

同时，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车
身超高强度钢和高强度钢使用
比例超过94%，并在车身骨架主
要部位运用1500Mpa热成型钢，
抗扭刚性大幅提高了30%以上。
全车新增焊点数超过400多个，
使用豪华车工艺高强度粘着剂，
让车身更坚固的同时提升轻量
化。高刚性车身实现人车一体
的自信驾控，在高速行驶和变线
时具有出色的稳定性，驾控响应

速度更快。
第八代凯美瑞最引人注目

的 莫 过 于 全 新 2.5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它实现了
高性能、高燃油经济性和低排放
的高度融合。它的热效率达到
40%，压缩比高达13:1，最大功率
为154kW，最大扭矩为250Nm，而
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为6.0L。
与之搭配的全新Direct Shift–
8AT变速箱，搭载多片式锁止离
合器，可实现接近全域锁止，带
来直接顺畅的加速感受。

同时，第八代凯美瑞还具有
雷克萨斯水准的转向质感，高响
应EPS转向助力系统采用了和雷
克萨斯同样的技术，转向质感精
确、迅速、紧凑。另外，来自爱德
克斯的高灵敏度制动系统大幅
提升制动力度的精准度。

增配不加价
豪华感堪比豪华车

TNGA架构还有一大优势是
节约成本，把节约出来的成本回
馈到产品性能及配置上，形成

“制造更好的汽车”的递进式循
环。这是为什么作为一辆中高

级轿车，第八代凯美瑞配置丰
富，甚至堪比豪华车，在同级竞
品中非常有优势。

从智联方面看，第八代凯美
瑞三屏互联的设计十分人性化，
10英寸彩色抬头显示屏（HUD）、
8 英寸中控触屏、7 英寸仪表盘
液晶屏，三块屏幕可以实现信息
联动。HUD可在挡风玻璃前直接
显示路况信息，驾驶者无需低头
即可了如指掌，行驶安全性大大
提高。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在安全
配置上也非常有诚意，不仅全系
标配十个安全气囊以提升被动
安全性能，在主动安全方面，第
八代凯美瑞还搭载了丰田最新
的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
全，包括 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
LDA车道偏离警示系统、AHB自动
调节远光灯系统和DRCC动态雷
达巡航控制系统，通过先进的毫
米波雷达传感器和摄像机传感
器协助配合，提供更安全的驾驶
辅助。

此外，同级罕见的12个各类
侦测设备，不知疲倦地侦测行车
环境，对各种可能的危险状态都

给予及时预警和保护，如BSM并
线盲区监测系统、倒车盲点警
示、PVM全景监控系统等，全面且
智能地辅助行车安全。

看着这些配置，真是感叹一
些入门级的豪华车配置和全新
第八代凯美瑞配置差距太远了。

三大系列九款车型
用户定位更加清晰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搭载包
括凯美瑞、凯美瑞运动及凯美瑞
双擎三大系列九款车型，凯美瑞
家族阵容得以壮大，用户定位更
加清晰，价格区间保持在17.98
万元到27.98万元，各方面性能
和配置大幅度提升，进一步扩大
用户人群。

如果按照消费层次来划分，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豪华版适合
那些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运动
版适合追求操控感和动力体验
的消费者，混合动力版适用对燃
油经济性比较敏感以及环保理
念较高的用户。另外，混动版本
售价的进一步降低，让我们看到
了混合动力车型前进的步伐其
实比预期的要更快。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重磅来袭
匠心打造中高级车豪华新标准

2017别克关怀体验日在沪收官

法雷奥回归2017上海法兰克福汽配展

上汽大众夺第五个厂商杯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