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由曙光798城市体验馆和三
马国际名车连同藏珑社区共同联合打造呈
现的雅马哈水上狂欢party拉开帷幕。

雅马哈中国区副总裁及雅马哈摩托
艇形象代言人世界单人水上摩托艇冠军
Medhy�Menad先生亲临现场，为所有到
场来宾做了生动介绍；接下来的炫技摩托
艇划水表演、专业赛手同艇陪同试乘试驾
更是让人尖叫连连。

曙光798城市体验馆市场部经理于倩
倩表示，798城市体验馆在锐意求新、开拓
进取的理念支持下， 开创性的打造了以豪
华游艇展馆、私人小飞机展馆、顶级豪车城
市展馆、 高端汽车综合展厅为主的湖湘顶
级机械工业产品展销平台， 以及项目专属
游艇及小飞机俱乐部、高端名车商务会所、
10000平米规模顶级试乘试驾赛道。

■陈龙

雅马哈“水上派对”在长沙举行

辉腾3.0尽显低调奢华
8月24日， 以深厚儒雅底蕴演绎驾

驭艺术的进口大众，在风光旖旎的青竹
湖高尔夫球场旁举行了“辉腾3.0试驾
品鉴会”。

品鉴会首先由进口大众辉腾项目
经理陈自强对坐落于德累斯顿的“玻璃
工厂”进行了一番介绍，随后围绕辉腾
的外观、配置、理念等分别进行了讲解，
讲解结束后辉腾便在园区道路上展开
了试乘试驾活动。

新辉腾仍然坚持着其一贯的低调风
格，但在细节处有所改变。最明显的就是
前脸， 采用了大众最新的家族式前脸设
计。前大灯与镀铬中网连成一体，更突出
了前脸线条， 在低调中又增添了些许霸
气。此外，新辉腾雾灯全部采用了LED灯
源，显得更加现代化。

坐进辉腾后，感受到的是新辉腾古
朴典雅的内饰，随处可见的钢琴漆面木
板彰显着豪华车的奢华感，辉腾纯手工
打造出的细致是普通流水线生产所无
法赶超的。记者乘坐的后座不仅配备了
可单独控制的分区空调，还十分贴心地
配备了带有灯光的双化妆镜，为乘坐者
提供了更多的舒适与便利。

据悉， 新上市的辉腾3.0有汽油和
柴油两款发动机、5个车型可供选择，售
价从59.98万元-200多万元不等。 如此
大的价格跨度， 对于梦想拥有一款D级
车的消费者来说，选择辉腾无疑选择了
超高的性价比。大隐隐于市，相信一贯
走低调奢华路线的辉腾会成为不少追
求品质且不爱张扬的成功人士的首选。

■翟婧舒

8月26日，在世纪金源大酒店,北京
现代为朗动举办了一场名为“尽享乐动、
心随型动”的湖南区域上市发布会。北京
现代汽车有限公司西南办事处主任张启
栋先生及湖南经销商领导出席了新车发
布会。

记者在现场看到， 朗动在外观上秉
承现代汽车屡获全球设计大奖的“流体
雕塑”设计理念，设计更为野性大胆，更
抓眼球， 更加迎合市场新兴人群的审美
需求。

记者获悉，在拥有超高性价比的同时，
朗动1.6L还享受国家财政提供的每辆3000
元节能补贴,�相信这也将帮助其在市场上
取得更好的表现。 ■翟婧舒

8月26日，海马汽车“品挚十年·感
恩一刻 福美来10年百城巡礼”在长沙
举行。 到场嘉宾不仅亲身领略了福美
来十年间的辉煌发展历程， 更是感受
了福美来作为自主品牌代表所负载的
深厚品牌文化与内涵。

在此次活动的收官之“站”中，福美
来特别邀请长沙地区百余位新老车主，
分享品牌十年成长的喜悦，并在媒体的
见证下，揭晓“最福美来”评选结果。

海马汽车华南区大区经理赵伟在
现场为当地行驶里程最长的福美来车
主、 拥有海马车型谱最全的车主和转
介客户最多的福美来车主， 分别颁发
了“最长幸福路奖”、“最爱幸福车奖”
和“最享福美来奖”。

“福美来的操控感很强， 换挡平
顺，动力强劲，我们家人对福美来乃至
海马汽车都比较信任。 现在， 已经有
七、八位亲戚朋友购买了海马汽车，我
们就是传说中的海马帮！”长沙地区转
介客户最多的福美来车主说道。

在品牌展示的同时， 现场互动游
戏，以及海马“夏馈行动”特别购车礼遇
等更使到场者得到了实惠，现场共成交
105份订单。原厂导航、加油卡等感恩好
礼，也让现场精彩不断、热闹非凡。

赵伟表示，此次品牌巡展活动是福
美来“品牌向上”的集中体现。通过品牌
巡展，福美来所承载的品牌精神更加深
入人心，其品牌知名度、车主归属感将
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陈龙

8月23日，上海通用雪佛兰“驾享合一
T领风骚” 迈锐宝1.6T媒体试驾会在美丽
的塞上江南银川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
的众多媒体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试驾中， 迈锐宝1.6T将EcoPower
高效动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只要动动脚趾
便可轻松榨取235N·m的迅猛动力，而
84.4kW/L的升功率更是堪比豪华超跑的
设计水准，让人瞠目。一路飞驰，几番刀光
剑影的搏杀之后，它不费吹灰之力就让人
折服。瞬间提速感、轻松破百的能力在一
般公路中足够强悍，探寻它真正的潜力与
极速在某条赛道上才更为合适。

迈锐宝1.6T的尾部设计绝对是点睛
之笔，布局完全演变自大黄蜂，四个方形
立体尾灯两两相连，与尾箱和翼子板的造
型巧妙相连，并采用极具性能象征意义的

红白双色灯罩， 加上全系一致的左右双出
排气管口， 将雪佛兰美式力量感表现得淋
漓尽致。

迈锐宝整体静音设计酷似一个庞大工
程，体现在32处细节设计之上。当高速飞驰
时， 迈锐宝车内仍能提供安静舒适的交谈
环境，“深海静音” 科技不仅抑制了发动机
的咆哮， 更阻挡了路面反馈回来的多数杂
音。当在黄河边逗留时，关上车门，河水的
澎湃与汹涌之声瞬间隔断； 透过车窗玻璃
欣赏黄河的壮美， 就好像在看一部无声的
纪录片，平静且安逸。 ■陈龙

8月26日， 记者从长沙众隆4S店了解
到， 风行汽车长沙众隆4S店为回馈广大客
户朋友， 举行了景逸SUV节油挑战赛暨专
场团购会。 节油赛最终以景逸SUV车主雷
志刚先生以百公里油耗6.2L夺取冠军，赢得
1500元油卡奖励， 二三名分别获得800元
和500元油卡，其他现场老客户获得百元油
卡奖励。 同时举行的景逸SUV专场限时团
购会，新客户更以现金直降7000-10000元
的破冰价，带回去心仪的爱车。

景逸SUV搭载的是采用MIVEC技术
的1.6L三菱4A92发动机，这一发动机在确

保低油耗的同时，还提供了平顺而强劲的
动力。 景逸SUV凭借90KW的最大功率和
155N.m的最大扭矩，完全满足了消费者市
内代步和市外休闲的多重需求。

景逸SUV在通过性、操控稳健性和安
全性上符合了郊外较复杂道路对SUV车
型的要求。 它拥有205mm的最小离地间
隙，采用了全独立悬挂，还为主销车型标
配了ESP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这款普通消
费者都买得起、用得起的SUV车型，一举
树立了城市经济型SUV的价值新标杆。

■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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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中国国家会议中心，以“朗
于心、动于行”为主题的北京现代全球新
锐派中级座驾———朗动新车发布会华美
上演， 这是北京现代重磅车型朗动在中
国市场的首发，全系车型有1.6L、1.8L两
种排量多个级别车型， 价格区间覆盖
10.58万元-14.98万元。

吴彦祖倾情助阵“明星”车型
朗动新车发布会上， 北京现代全球

新锐派中级座驾朗动与有着时尚、 健康、
硬朗形象与气质的代言人吴彦祖一同闪
耀登场。选择吴彥祖作代言人，北京现代
也是用意颇深，吴彦祖俊朗的外形，时尚
的气质和他集演员、导演、投资人等多重
角色于一体的全能多栖艺人的身份，与朗
动的定位有着高度的默契。

高科技领衔 再树中级车全新标尺
从外观设计上， 秉承现代汽车屡获

全球设计大奖的“流体雕塑”设计理念，
加入了以基于风吹过的自然现象为母体
的 (Wind�Craft)�全新设计灵感，外观设

计更为野性大胆，更抓眼球，更加迎合市
场新兴人群的审美需求。在配置上，朗动
达到了中高级轿车的配置水平， 从参数
尺寸上， 朗动的长/宽/高分别达到了
4570mm/1775mm/1445mm， 拥有领先
于同级对手的超长轴距 (2700�mm)，接近
中高级轿车水准。另外，朗动通过人体工学
集成技术，合理分配使室内空间最大化，为
用户带来更加宽敞舒适的驾乘感受。

与此同时， 朗动将搭载1.6L和1.8L两款
发动机。 其中，1.6L配备的是γ-CVVT发动
机，具有良好的动力性。朗动还采用了6速手
自一体变速器以及AMS/MDPS等节油配
置， 使朗动可根据最优设计， 增加其变速效
率，实现最佳油耗，结合北京现代在节油方面
的技术杀手锏———主动式ECO经济驾驶模
式， 使朗动在同级车对比中拥有极佳的燃油
经济性。 ■郭钰

十年传承 创领标准

全球“新锐派”中级座驾朗动上市

尽“擎”尽兴
试驾雪佛兰迈锐宝1.6T

景逸SUV节油赛举行 最低百公里油耗仅为6.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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