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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系魅力，赛场绽放

8月24日，英菲尼迪“G�Force极风
之旅”半决赛驶入成都站，近百名选手聚
集成都国际赛车场， 深度体验了英菲尼
迪G系列运动轿车的动感魅力。 经过激
烈的比拼，6名成绩优秀的选手成功晋级
26日的全国总决赛。 他们将和此前入围
的18位选手争夺英菲尼迪G37一年免费
使用权、新加坡F1夜战之旅的名额。

2012英菲尼迪“G�Force极风之旅”
半决赛设置了“挑战车王维特尔”、“综合
线路”、“挑战G37” 三项专业的比赛科
目。其中，“综合线路”比赛惊险刺激，不
仅考验参赛者的反应能力， 也对G系的
整车性能提出了极高要求； 极具趣味性
的“挑战G37”项目，要求参赛者以车为
笔，准确地画出“G37”的字样。专业化的
比赛科目设置， 既让参赛选手体验极致
操控的美妙， 也最大限度地表现出G系
车型的运动情怀。 ■记者 刘宇慧

作为一汽轿车潜心研发数载的优秀
旗舰产品， 奔腾B90不仅拥有炫目夺人
的魅力造型，同时拥有平台科技、轻量化
科技、安全科技、舒适科技以及智能科技
等五大领先科技优势。

在造型设计上， 奔腾B90延续了奔
腾品牌一贯稳重大气的基因， 以及流畅
舒展、做工精细的特点，其魅力身形让人
相见难忘。动感鹰眼前大灯深邃、内敛，
犹如睿智的目光凝视前方， 继承并创新
的前格栅与整车造型完美融合， 彰显大
气、优雅风范。

奔腾B90的研发与生产都基于中国

一汽自主研发的全新M2轿跑车平台，搭
载了中国一汽全新研发的ET3系列高性
能全铝合金发动机， 动力性和经济性兼
备。 与ET3系列发动机相匹配的是目前
世界上最先进的爱信全新第二代F21六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同时，奔腾B90使用了大量轻质却更
加坚韧的高强度钢材， 降低车身自重的同
时也大大提高车身强度， 从而实现了车身
轻量化与安全性的完美平衡 。 它以
C-NCAP五星标准为设计目标。它采用了
加强型3H结构车身，并且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多通道能量传递设计。自动车型全部标

配了Bosch全新9代ABS/ESP系统。
在舒适性方面，奔腾B90进行了309

项精确全面的振动噪声控制， 使驾乘者
享有宁静空间。 仪表盘采用“瞳孔式量
表”设计，白色背光表盘配合红色悬浮式
指针， 双区独立控制空调及空气净化装
置，快速杀菌净化空气。

此外，在智能科技方面，奔腾B90装
备了四大智能系统， 包括人机交互系统
(MMI)、 智能钥匙一键启动系统（PKE），
智能灯光系统及D-Partner车联网系统。
同时还拥有诸多智能装备， 为车主打造
了一辆科技感十足的智能座驾。 ■郭钰

百变英伦，“对平庸说NO”

8月25日，吉利英伦湖南华弘4S店
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南广场举办了一
场“百变英伦，我型，我show�”大型车
辆改装车贴造型选秀节目，吉利汽车南
区营销事业部湘北大区经理廖勇及经
销商相关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 现场
火热的气氛也吸引了诸多市民的驻足
围观。

此次“百变造型秀活动”，为喜爱装
扮爱车的车主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个性
与创意的机会，并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让
各位车主得以交流各自心得体会， 各富
创意的改造也勾起了其他车主对汽车改
造的兴趣。活动期间，湖南华弘部分车型
享有特价优惠， 对众多想购车的客户给
予了大额优惠，可谓皆大欢喜。

■翟婧舒

绽放汽车科技魅力 打造高端品质生活

全新中高级旗舰
奔腾B90华丽上市

机动汽车也可遥控驾驶

比亚迪速锐湖南开卖啦
相关链接8月26日晚上， 长沙悦方ID�mall中

庭，一辆缓缓行驶的蓝色新车引得众人齐
齐驻足观看。“天哪！驾驶室居然没有人！”
在悦方逛街的美女小陈看到这一幕十分
惊讶，“它是怎么移动的？难道有魔法？”其
实，这不是魔法，这是因为这台蓝色新车
搭载了全球首创遥控驾驶技术。它，就是
比亚迪旗下新锐家轿———速锐。 当天，该
车宣布正式登陆湖南市场，售价6.59万元
至9.99万元。

作为全球首款可遥控驾驶的家轿，比
亚迪速锐“遥控驾驶技术”荣获了2012北
京车展“最佳领先科技奖”。 在10米左右
的可视范围内，用户使用遥控驾驶智能钥
匙，可以远程遥控速锐发动机启动、关闭；
车辆前进、后退；左右转向以及低速行驶，
真正实现无人驾驶。当空调处于非关闭模
式状态下，远程启动发动机时还可以同时
自动开启空调，实现“入车即享冬暖夏凉”

的完美体验。
除了遥控驾驶全球首创之外， 速锐

搭载的TID黄金动力总成、 智能化配置
以及精湛的工艺也是颇受消费者关注的
亮点。

据悉， 动力系统方面， 速锐提供了
1.5TID、1.5TI+六速手动变速器、1.5L+五
速手动变速器三种动力组合可供用户选
择。 其中， 速锐1.5TID最大功率达到
113kW， 最 大 扭 矩 达 到 240N·m，
0-100Km/h加速时间仅8.9秒，百公里综
合油耗仅为6.5L。 而且，DCT双离合自动
变速器含手动、自动、运动三种驾驶模式，
可自由切换。不仅动力充沛、操控性出色，
同时还兼顾了节能环保。

据悉，目前，比亚迪速锐已在长沙金
旋风比亚迪4S店、 湖南恒跃通比亚迪4S
店全面开售，感兴趣的车友不妨近距离感
受一下这款可遥控驾驶家轿的魅力。

金旋风比亚迪速锐订单破百
8月26日上午， 由长沙金旋风集团4S

店举办的比亚迪速锐上市会暨遥控天王
挑战赛在中南汽车世界前坪火热上演。活
动现场，湖南首位速锐车主现身，和现场
逾百名观众一起分享了提车的喜悦之情。

据长沙金旋风比亚迪4S店工作人员
介绍，从8月10日新车到店至今，到店体验
比亚迪速锐的客户络绎不绝， 凭借着时
尚的外观、充沛强劲的动力、精湛的工艺
及丰富的车内配置， 速锐已赢得了众多
客户的青睐。 目前， 速锐订单已轻松破
百。不过，想买速锐的车主不用担心，比
亚迪厂家将尽力满足湖南区域的车辆需
求，目前，比亚迪速锐的货源比较充足，
提车时间不会很长。 ■记者 刘宇慧

8月10日， 由7台上海大众途观进享
版以及3台同类型城市SUV组成的挑战车
队浩浩荡荡从武汉出发，途经咸宁、岳阳、
长沙、株洲、南昌、九江、黄石等城市，于13
日下午安全返回武汉。在历时四天的活动
中，挑战车队不仅享受到了城市间高速公
路长途奔袭的快感，也领略到了途观进享
版低油耗、高动力的杰出性能。

今年7月中旬， 上海大众汽车限量推
出了全新升级版手动挡车型———途观进

享版。据了解，途观进享版以1.8TSI涡轮
增压汽油直喷发动机与6速手动变速箱的
强劲动力组合，无论面对公路或是崎岖山
路，都有绝佳的操控感。不仅如此，在澎湃
动力与灵敏操控之外，途观进享版更是兼
具燃油经济与绿色排放，90km/h等速油
耗仅为5.9L。随系配备的17吋“波士顿”铝
合金轮毂，与性能出众的绿色节能轮胎相
互配合，让车轮在巅峰极速的转动中将动
力与环保发挥到极致。 ■陈龙

上海大众途观进享版节油挑战赛收官

8月22日，以“领科技 共进取”为主题的奔腾B90上市发布会
在北京国贸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宣告了奔腾品牌全新中高级旗舰
奔腾B90的正式上市。 本次上市的新车含2.0L、2.3L排量的七款车
型， 价格区间为13.98万-19.98万元。

奔腾B90在继承和发扬奔腾品牌长
期积累的“品质”、“安全”等优良品牌资
产的基础之上，强化了奔腾品牌“科技”
的DNA，它也将带领奔腾品牌进入科技
驱动品牌的新阶段。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徐建一在奔腾B90上市会发表重
要讲话， 奔腾B90是奔腾品牌全新中高
级旗舰，是中国一汽践行品牌战略，诠释
“品质 技术 创新” 品牌内涵的代表作，
它将让全社会看到一汽人对至臻品质的
恒久坚持，对先进技术的孜孜以求。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丕
杰在上市会上表示， 奔腾B90将全面诠
释一汽奔腾的制造实力， 同时更将科技
和创新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华贵与科技并重

科技驱动品牌
创新引领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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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途观进享版 435元挑战
120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