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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 被誉为 “世界级
SUV 专家”的双龙汽车，在张家界天
门山隆重发布新款柯兰多汽油版产
品。 被称为“通天大道”的 99 弯盘山
路上，柯兰多产品驭弯如直，表现优
异，其性能有目共睹，让来自全国的
媒体记者对这款双龙新产品赞叹不
已！ 此次新闻发布会及试驾活动，双
龙汽车及庞大双龙的领导悉数出席，
显示了双龙汽车和庞大双龙共同振
兴中国市场的雄心。

“双龙汽车从 2011 年开始直到
未来 2015 年， 每半年推出至少一款
新车，从而实现市场发展的加速度。 ”
双龙汽车中国总经理金圣来如是介
绍。 双龙汽车，一直致力于 SUV 专业
领域的产品和研发， 旗下多款 SUV
都有准确的市场定位和优异的性能
表现。 如爱腾、享御和雷斯特都以其
鲜明的产品特色，而成为各自细分市

场中极具亮点的产品。 双龙秉持独特
的节油技术、 等长驱动轴全时四驱、
高性能强大舒适的 5 连杆后悬架、非
承载式车身等高超技术，造就了双龙
SUV 的卓越性能，奠定了双龙汽车在
SUV 业界的专业地位。

而定位于都市柯兰多，以其 “优
雅，硬派”的品牌个性，自去年 9 月在
中国上市以来，深受市场的广泛关注
和青睐，已成为双龙汽车在中国 SUV
市场上的一颗闪亮明星。

第四代柯兰多的外形是由杰出
的意大利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亲自操
刀，它是大师的又一佳作。 众所周知，
众多世界名车均出自大师之手，如名
车法拉利 GG50、 布加迪、 雷克萨斯
GS300 等 ，在大师的笔下 ，柯兰多以
其完美的身姿，展现出了源自欧洲的
时尚美感和国际 SUV 产品设计潮
流，它含蓄、细腻、稳重、大方，同时又

达到了外形和性能的和谐统一。 仿空
客机身造型， 车身外形圆润饱满，使
风阻更小。

柯兰多的内部，通过合理巧妙的
设计，从各个方面营造出了宽适的车
内空间， 给驾乘人员带来了舒心、愉
悦、便利的车辆体验。

中控台的设计克服了竞品惯用
的过分夸张和突出，使驾乘人员前部
有效活动空间变大，左右进出游刃有
余。 高档便利的多功能方向盘，是独
特的换档按键、音响控制、定速巡航
等多功能的集成，让驾驶变得随心所
欲。 最独到的是，凡涉及到驾驶员经
常操作触摸的表面， 如方向盘按键、
门侧、中控面板上开关、档杆球头等
部件均采用了环保抗菌涂饰，防止了
细菌滋生，保证了驾驶员健康。 柯兰
多的后排靠背能 3 档倾斜调节，后排
座椅前地板的无凸台设计，让后排乘
客拥有更大更舒适的自由空间！ 前后
门框的设计运用人体工程原理，使其
尺寸在同类车中最大，即使较大体型
者也能进出自如。 后行李箱可通过后
排座椅的调节完全变成一个大的平

面，即使身高一米八的大个也能轻松
躺下， 从而大大拓展了 SUV 户外休
闲之功能。

在动力方面，作为引领都市 SUV
全新理念的柯兰多系列车型，其动力
配置科学合理， 为满足客户需求，有
柴油和汽油两类方案供以选择。 对动
力需求偏大，偏重郊外越野并城市兼
顾者， 可选择全球领先的 2.0 高压共
轨涡轮增压柴油机，它在 2000rpm 时
就能爆发出 360Nm 大扭矩， 超过了
众多 3.5L 汽油机的扭矩峰值，并达到
了欧 5 排放标准。 而对那些偏向都市
越野、习惯汽油机的客户，则可选择
2.0 升汽油机，较之同类机型，它能在
3500 -4500rpm 低 速 区 间 爆 发 出
197Nm 的大扭矩，这种低速扭矩大的
特点使其更适合频繁起步加速的城
市复杂路况。 总之，据中国国家汽车
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数据，柯兰多汽油

版 ， 城 市 综 合 油 耗 在 7.5 -8.5L/
100km， 在其竞品中燃油经济性都具
明显的优势。 两种动力方案均可匹配
领先的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前麦弗
逊和后多连杆悬挂系统，采用最可靠
的 4 点支撑方案（其它大多为 3 点支
撑），使得驾驶乐趣一触即发！

在越野性能方面 ， 柯兰多具有
22.8 度和 28.2 度的接近角和离去角，
180mm 的离地间隙， 带牵引力控制
的、 等长驱动轴的全时四驱模式，可
以轻松征服各种路况。 电子四驱模式
可根据路面行驶情况自由切换，能保
证在复杂路况下，甚至是雨雪天坡道
起步行驶的稳定性。

而在驾乘和安全性方面，柯兰多
设计更加周全和完美， 除了 EBD 的
ABS 外，还配备了能使车辆在上坡起
步时避免打滑下溜的 HSA 上坡辅助
系统，刹车辅助系统 BAS、主动抑制

翻覆系统 ARP、以及控制发动机扭矩
和状态的完全循环控制系统 FTCS
等等。 独特的 ESS 紧急制动危险报警
灯，能根据减速度的剧烈程度自动报
警，以防止车辆急剧减速时被后车追
尾。 除此之外，坚固的专业越野车的
车身结构、宽大结实的 C 柱、能将前
后悬架及车身连成一体的坚固的钢
骨底架等如此众多的安全技术，为柯
兰多的驾乘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
障，让驾乘者放心地享受安全驾驶的
乐趣。

在价格方面，原有柯兰多柴油版
售价在 17.98 万-25.98 万，在进口车
中已很具价格优势了。 而本次上市的
柯兰多汽油版 ， 市场公布价格为 ：
14.98 万-19.98 万 ， 实属同档进口
SUV 中的偏低价格， 极具诱惑力，是
目前进口 SUV 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
SUV。

本刊记者 谭遇祥

近日， 经过一系列的严格审核，
华晨汽车自主研发的 BM15T 发动机
成功入围“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
奖项提名。 与其一起入围提名的还有
华晨宝马的 2.0T 汽油机、 上海大众
的 1.4T 汽油机、 比亚迪汽车的 1.5T
汽油机、 长安福特的 1.6L 汽油机等
18 款发动机。

被誉为中国汽车发动机行业“奥
斯卡”的“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
选，今年已经是第七届。 自 2006 年由
《汽车与运动》 杂志创办以来，“中国
心”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就一直是中
国汽车行业中最为权威的专业评选
之一。 本年度评选共有 25 家厂商的
35 款发动机报名参评。 经过两轮的

严格审核后，共有 18 款发动机入围，
这 18 款发动机将一同角逐 2012 年
度“十佳发动机”殊荣。

“十佳发动机”测试主要将通过
静态观察、 电控标定、NVH 性能、启
动性能、起步性能、急加速性能、急减
速性能、加速响应 8 个项目来全面评
测每一款入围发动机，最终评选出成
绩优异的十款发动机。

参 加 本 次 测 试 的 是 中 华 V5
1.5T 车型， 该款车型系中华品牌首
款 SUV 产品。 它的问世不仅为消费
者带来了释放心灵 、 自由奔放的
“SUV 生活新主张”， 更是掀起了一
股自主品牌 SUV 民族风 。 中华 V5
1.5T 集动感造型、科技内饰、自由操
控和节能低耗四大优势于一身 ，是
一款荟萃领先设计与科技的精品都
市 SUV。动力方面，中华 V5 1.5T 装
配了华晨汽车自主研发的 BM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集创
新设计于一身， 采用链条驱动正时
系统，匹配四气门双顶置凸轮轴，拥
有 100/5500(Kw/rpm)的最大功率 ，
并可在 2200-4500 转时达到 200Nm
的最大扭矩， 使车辆在淋漓尽致释
放澎湃动力的同时， 不断强化消费
者对其卓越的驾控体验。 与此同时，
BM15T 发动机还应用了模块化 、集
成化设计和轻量化、 小型化设计结
合 5 挡手自一体变速器， 可完美实
现动力与燃油经济性的完美平衡 ，
完全颠覆了传统 SUV 耗油大的印
象，真正实现了“小排量、大动力”的

愿景， 完美助力每一位中华车主畅
享绿色环保的“低碳”新生活。

（徐萌）

据了解， 法拉利公司董事长卢
卡·迪·蒙特泽莫罗将于今日亲临广
州，出席第十届广州国际车展，并全
程参与当日主题为“梦·享广州－法拉
利盛典嘉年华” 的年度庆典活动，与
中国的法拉利爱好者近距离接触，分
享法拉利激扬的赛车文化。

今年是法拉利进入中国市场二
十周年。 在过去的 11 个月里，法拉利
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
动，即将在广州举行的盛典嘉年华将
为此画上圆满的句号。 本次年度盛典
将从广州车展拉开序幕。 今天，法拉
利有史以来动力最强劲、性能最优异
的 V12 公路版跑车 F12berlinetta 将

首次亮相华南市场。 同时，为诠释“为
不同的法拉利爱好者打造不同的法
拉利跑车”的企业理念，法拉利新一
代全系车型也将齐聚本届广州车展。

据悉，全天的庆典活动将从车展
现场延伸至广州城内。 来自全国超过
130 辆法拉利将组成一支盛大的巡游
车队，从位于广州天河珠江新城的法
拉利展厅出发，行驶七公里，经停广
州花城广场和 2010 年亚运会主办场
所海心沙广场， 最终抵达终点广州
塔。 在海心沙主会场，现场数以千计
的法拉利爱好者和各界嘉宾将齐聚
一堂，共享法拉利的赛车文化。 车迷
们不但可以目睹法拉利经典车型在

城市道路上的矫健英姿，还能现场与
法拉利进行微博互动，并感受一系列
精彩演出：从完美的童声合唱到激情
四溢的热舞， 最后由前 F1 车手詹马
里亚?布鲁尼带来的 458 Challenge 赛
车表演，将法拉利的赛道文化演绎至
极致，也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随后在当晚广州塔的庆祝晚宴
上，法拉利将为现场嘉宾准备一场特
别的视听盛宴，以一场虚拟影像投映
的“法拉利传奇展”，高科技演绎法拉
利悠久深厚的赛车文化。 活动当晚，
广州塔塔身开启全部红色景观灯，意
寓法拉利在中国更耀眼夺目的未来。

（王天笑）

据了解， 在北汽威旺 306 一枝独
秀 1 年多之后， 本月即将推出两款新
产品—北汽威旺 205、206 （加长版），
该两款产品欲改写微客短轴标准市场
的空间新标准， 与北汽威旺 306 主打
长轴宽体细分市场不同， 这两款新车
型将携手进军短轴标准市场， 与北汽
威旺 306 形成差异化互补。

从 2003 年到现在，短轴微客凭借
极具杀伤力的价格在市场上大行其
道， 该细分市场也一直占据微客主流
市场的地位， 但是短轴微客车型往往
由于成本所限，很难实现新的突破，特
别是在空间承载力上。空间上，北汽威
旺 205、206（加长版）延续了北汽威旺
家族的大空间优势 ， 车身尺寸达到
3895X1600X1878 （mm），最大承载空
间可达 3.94 m3，载货空间超越同级别
产品 0.53m3；外观上 ，北汽威旺 205、
206（加长版）融合了欧洲时尚流行设
计理念，让整车显得更加大气高端；配
置上 ，北汽威旺 205、206（加长版 ）一

扫此前行业普遍的“低端”基调，进一
步向标准家轿的配置水平看齐。

与主打长轴宽体的北汽威旺 306
不同 ，北汽威旺 205、206（加长版 ）将
主攻短轴市场， 以弥补此前北汽威旺
在短轴市场上的空白。至此，北汽威旺
将一改此前仅靠北汽威旺 306 “千里
走单骑”的局面，在长轴微客与短轴微
客两个主流细分市场上实现 “双线作
战”的北汽威旺，将以更具产品力和品
牌力的全新家族化阵营征战微客市
场。从中高端到中低端，北汽威旺的产
品布局覆盖了主要微客消费者的购车
区间，“北汽威旺大家族” 的产品布局
开始逐步明朗。

据了解，在终端渠道建设上，北汽
威旺始终坚持 N+1+X 的网络布局。
截至 10 月，北汽威旺已经形成了一级
销售网点 140 家，二级网点 450 家，覆
盖了除拉萨以外的所有省会城市。 到
2012 年底，北汽威旺计划将一级网点
扩至 200 家。 （王天笑）

继 10 月 30 日 ， 长安汽车首款
SUV 产品 CS35 在重庆、深圳双城同
步激昂发布, 长安汽车湖南旗舰经销
商长沙华捷于近日强劲开启长安首
款 SUV-CS35 媒体试驾会。此次试驾
两款车型 1.6MT 舒适型 、1.6MT 豪
华型。

据了解， 长安 CS35 是基于长安
汽车在去年法兰克福车展上发布的
SUV 概念车打造而成，整车造型由意
大利籍知名设计师亲自主刀，设计理

念兼顾“动现于形，潮含于境”的内外
双重境界： 整车外观造型挺拔有力，
侧面线条流畅饱满。 内饰方面，以驾
乘者为中心的包裹式太空舱设计、炮
筒式组合仪表、立体悬浮式中控台和
酷黑真皮方向盘，不仅丰富了造型层
次，还精准地诠释了“都市越野”的自
在之感与运动个性。

长安 CS35 驾乘体验之所以如此
充满自信，是因为其运用先进的科技
语言对舒适生活的无限想象搭载长
安汽车 “Blue Core” 先进动力总成，
1.6L 排 量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可 达
92Kw，最大扭矩为 160Nm，全新开发
的 5 档手动变速器，由长安英国研发
中心精心调校，兼具档位精准、低振
动和换挡顺畅三大优点；180mm 的离
地间隙为征服各种路面提供了保障，

EPS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使过弯性能
更为灵活，充分保证了路途中清晰的
路感、 平稳的缓振和舒心的驾驭；同
时 ，CS35 还对车内噪音进行优化控
制，38.5 分贝的超低怠速车内噪声远
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给客户带来更
加静谧舒适的驾乘感受。

此次长沙华捷举办媒体试驾会，
同时招募车友参与体验长安 CS35 的
舒适驾乘，并博得了消费者的一致好
评，业内人士也对其品质与未来市场
表现寄予厚望。 对此，长安汽车长沙
华捷相关负责人表示， 长安 CS35 的
上市推广之所以采用 “先体验再见
证”的方式，既是出于长安汽车长沙
华捷对消费者感受的无限关注，也出
自对自身产品的充足信心。

（王天笑）

近日，中国首个专注于电动汽车
的品牌 DENZA 腾势披露了首款产
品的前期测试情况。据介绍，DENZA
腾势计划使用超百辆车，分原型车测
试和量产车测试两个阶段，进行超百
万公里的整车系统测试，将涵盖整车
质量、 耐久性和碰撞安全等多个项
目。

在备受关注电动汽车安全测试
方面，DENZA 腾势采用了高于国家
标准的内部碰撞标准进行安全测试，
并专项引入了针对高电压、大电流等

具有前瞻性和可借鉴性的碰撞安全
测试项目，全方位并有针对性地检验
产品的安全性能。除此以外，DENZA
腾势量产车还将在全中国 4 种不同
的 地 域 气 候 条 件 中 完 成 超 过
1,000,000 公里的全面测试。

DENZA 腾势将通过借鉴戴姆
勒经验，引入与全球顶尖品牌奔驰同
等的质控标准，以全面严格的验证程
序确保该产品拥有出色的可靠性、安
全性以及舒适性，从而满足消费市场
的严苛需求。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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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龙汽车新款柯兰多汽油版隆重发布

跃马中国二十年 法拉利盛典嘉年华今日盛大举行

DENZA腾势开展百万公里整车测试

中华 V5�1.5T发动机成功入围 2012年度“十佳发动机”评选

北汽威旺将推新品 空间创立新标准

长安首款 SUV产品 CS35:自在·自不凡

柯兰多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