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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6 月 8 日， 丰田原装进口豪华
SUV Venza 威飒隆重上市。 定位为
“时尚都市 SUV” 的 Venza 威飒，是
一款将轿车与 SUV 优势完美融合
的车型，其以优雅的车身造型、舒适
的乘坐感受与畅快淋漓的驾控体
验，为消费者提供了个性化、高质量
的汽车生活。

Venza 威 飒 的 名 字 源 于
“Venture（冒险）”与“Monza（蒙扎赛
道，世界著名的超高速赛道）”，集敢
于冒险、不拘一格、求实创新的精神
和驾驶激情于一身， 表达了 Venza
威飒工程师们以冒险精神尽情发挥
创意， 强调无穷驾驶乐趣的设计理
念。

时尚车身造型引领 SUV 新风尚
设计师把轿车的时尚设计元素

融入到 Venza 威飒的车身造型上 。
前脸的 T 型格栅 ， 与细长平滑的
HID 投射式前大灯融为一体， 配合
LED 日间行车灯，气势强劲；分量感
十足的 19 英寸大直径铝制车轮，彰
显出 Venza 威飒有力的抓地形象 。
与前脸相呼应，Venza 威飒车尾曲面
鲜明，边缘清晰可见，组合灯、后柱
和车顶的后翼子板恰似毛笔书法的
反手起笔，遒劲隽永，让人对呼啸而
去的 Venza 威飒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Venza 威飒车身运用了大
量的空气动力学技术，为 Venza 威飒
带来高速行驶时的直线稳定性和转
向感。为了减小行驶时车身的漂浮与
紊乱，Venza 威飒通过降低前保险杠
底部的高度， 升高后保险杠的底部，
并采用光滑平坦的发动机底罩，让空
气加速流出。 同时，更平滑的保险杠
侧面形状， 令车身侧面形成有效气
流；后组合灯外透镜的形状具有小 R
值，也可以避免形成湍流。

贴心设计带来革命性的舒适乘
坐感受

Venza 威飒拥有人性化的上下
车设计，乘客无需像普通 SUV 般攀
登上座，亦无需如轿车般低头弯腰。
设计师将地板与门槛降低到适合上
下车的高度， 并将门槛部分的高度
差最小化， 乘客几乎不会感觉到台
阶的存在。 因此，无论是盛装参加派
对的女士，还是行动不便的长者，都
能以轻松、 优雅的姿态出现在众人
面前。 而最让人称道的是，每次打开
驾驶席车门， 座椅都会自动向后滑
动，提供宽阔的空间，让驾驶者能够
轻松上下车。

打开 Venza 威飒的车门， 流畅
的线条贯穿整个仪表台，与高档、精
致的车内氛围融为一体；Optitron 显
示屏式仪表盘科技感十足， 所有按
钮让人一目了然、清晰易懂，简洁的
现代风格扑面而来。 中央仪表区域
采用创新 60 : 60 宽敞的设计理
念，打破泾渭分明的空间区隔，使前
排驾驶员和副驾空间相互交错融
合，营造出视觉的开阔感，让人感觉
车内空间提升 20%。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优化驾乘
视野，Venza 威飒配备了极具开阔感
的全景天窗。 此外，Venza 威飒充分
优化发动机罩的形状， 大大减少了
驾驶者前方盲区，令视野更加开阔。
同时，后排座椅臀点比前排座椅高，
与前排座椅形成“剧院效果”，确保
后排座椅乘客得到开阔的视野 ，让
景致一览无余。

超越 SUV 的驾驶乐趣畅享前
所未有的速度与激情

Venza 威 飒 搭 载 2.7 升 双
VVT-i 直列四缸发动机， 发动机最
大 功 率 和 最 大 扭 矩 分 别 可 达

136KW 和 247N·m，拥有强动力、低
油耗、低排放、低振动和低噪音的特
点。 将右脚放在 Venza 威飒油门踏
板上， 发动机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强
劲的动力， 通过 6 速手自一体变速
器源源不断地输出到 19 英寸车轮
上，深踩一点油门，发动机转速就能
到达最强的扭力范围， 瞬间让 G 值
增至最强， 让驾驶者感受酣畅淋漓
的动力快感。 从低速到高速，整个范
围内发动机都能拥有强劲的动力输
出， 得益于丰田双 VVT-i 和 ACIS
等先进技术， 在不同工况下可以改
变气门开启和关闭的时间， 提高低
速扭矩； 同时通过调节进气歧管长
度， 在中高速时利用相对短而粗的
气道， 降低阻力让大量空气或混合
气进入燃烧室，提升高速工况功率，
使得 Venza 威飒在低、中、高速状态
均能保持优于同级车的超强加速
力。

顶级配置呈献高品质汽车生活
在享受驾乘快感的过程中 ，平

时看不见摸不着的安全配备， 是绝
对不能忽略的要素。Venza 威飒在被

动安全方面， 拥有丰田独步全球的
GOA 车身、7 位置 SRS 安全气囊等
被动安全配备，在美国 IIHS（美国高
速公路安全管理局） 碰撞测试中获
得顶级安全认证。

而在主动安全方面，Venza 威飒
装备了带 TRC 牵引力控制的 VSC
车身动态稳定控制系统，带 EBD 电
子制动辅助系统的 ABS 防抱死制动
系统以及 EBA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等，能够主动出击规避风险，以卓越
的安全性能，为驾乘者保驾护航。 值
得一提的是， 在光线稍弱的道路驾
驶时，Venza 威飒自动灯光控制系统
会在行驶期间打开远光灯， 而当系
统感应到有迎面而来的车辆时 ，会
自动切换成近光灯， 降低对迎面车
辆驾驶员的影响， 大大增加夜间驾
驶的安全性。

此外，导航系统、后视野监视系
统、智能钥匙及一键启动系统、遥控
门锁控制系统、钥匙防反锁功能、上
车照明功能、 电动背门系统等智能
系统的应用， 让 Venza 威飒更具实
用性与便利性。

实用与动感完美融合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Venza 威飒：以全新用车体验确立“时尚都市 SUV”新典范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长沙一直以无限的快乐， 幸福
感吸引着人们流连驻足， 而在 7 月
12 日晚间的长沙星沙碧桂园酒店，
只因上海大众 Gran Lavida 朗行的
到来，一切将更显星光璀璨。 相信上
海大众朗行中南大区上市派对的华
彩演绎，能为 2013 年的潇湘车市书
下了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来自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
部、 上海大众汽车中南销售服务中
心、 上海大众中南地区的经销商代
表以及中南三省（湖北、湖南、江西）
主流媒体记者、 长沙地区受邀嘉宾
客户共 300 多人， 共同见证了这一
盛况的精彩演绎。

作为全新细分市场的开创者 ，
朗行凭借领先的车身尺寸，卓越的
设计品质， 以及丰富的产品配置，
旨在重新定义 A 级两厢车市场。纵
观国内汽车市场 ，A 级 、A0 级小型

车素来以时尚个性、操作灵敏兼具
良好的燃油经济性能而备受年轻
消费群体的青睐 ，然而 ，随着用车
需求的多元化 、成熟化 ，人们对汽
车空间的要求也不断攀升，上海大
众朗行，正是顺应了这一趋势。 它
以新颖的越级行旅两厢造型，融合
简约硬朗的时尚风格与简洁务实
的实用主义，承载着对生活的无限

憧憬与想象 。 在 7 月 12 日长沙举
办的 “为生活而生 朗行乐园———
上海大众朗行中南大区上市派对”
上，上海大众无疑给中南市场的广
大媒体及消费者呈现出了一场精
彩视听夜宴。 融合了众多空间、时
尚元素的舞台创意，结合声、光、影
的完美搭配，精准阐释了朗行就是
这样一辆完全满足新时代车主乐
享生活的完美座驾； 与此同时，附
有情景的开场舞蹈、真诚动情的领
导发言、 全面生动的车型讲解、别
具一格的新车亮相仪式，无不向在
场嘉宾以及媒体记者诠释着朗行
“为生活而生”品牌主张。

12 日下午，在上市盛典开始前，
来自中南三省的 100 多位媒体记者
也抢先试驾了朗行， 通过各种路况
的模拟设置， 媒体记者踊跃地体验
了朗行的卓越操控感受和多种高科

技运用， 直观亲身地感受到了朗行
的人性化设置、智能配备等性能。 媒
体记者均对朗行的综合性能给予了
极高的赞许和评价。

朗行全系搭载世界顶尖性能的
1.6 及 1.4TSI 发动机两款全铝环保
发动机，极致动力兼顾燃油经济性。
EPS 电子动力转向系统能提供主动
直线纠正等高端驾驶辅助功能 ，坚
实保障安全。 结合全新 ESP 车身动
态稳定系统，不管面对何种路况，都
能自在应对。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乘
客在旅途中尽享生活，姿态劲朗。 同
时， 五星级激光焊接高安全车身则
是上海大众最引以为傲的领先制造
工艺。 每一项卓越的科技与严苛的
工艺为消费者打造出一款与时俱
进，卓然而生的产品。 据悉，朗行 9
款车型 市 场 售 价 为 115,900 元 至
163,900 元。 （王天笑）

� � � � 2013 年新交规的颁布实施，让不
少老司机重新变成了新手。 为普及汽
车安全常识、倡导文明驾驶礼仪，全面
提升道路行车安全水平， 日前长安汽
车以“魅力不止眼前”为主题，举办了
一场寓教于乐、 别开生面的安全体验
活动，试驾主角正是国内首款获得 C-
NCAP 新五星评价并以 52.9 分保持
着轿车领域最高得分的畅销车型———
EADO 逸动。

据了解，直线穿桩、直线加速、定
点停车、开放弯道、麋鹿测试、正库倒
库， 这些试驾环节的设计可以充分体
现出 EADO 逸动 ESP 配置的优越性，
以及 BLUECORE 发动机的澎湃动
力、卓越的刹车性能。 除了常规的产
品讲解和对比试驾以外， 主办方还特
意安排了气囊模拟爆破演示、 钢板钻
孔测试、麋鹿测试、有奖知识问答等一
系列精心设计的互动环节，通过图文、
视频、 实物等多种形式对安全配置和
安全理念进行了详尽的说明， 寓教于
乐， 让消费者在实战中学习安全知识

和驾驶技巧， 同时设置了诸多诱人奖
项， 参赛者最高可以赢取五千元购车
基金， 更有机会参加全额购车款返还
的抽奖活动。

另外， 除了以图文和多媒体形式
展示的汽车安全知识以外， 还安排了
专人讲解、知识竞赛、X-BOX 模拟驾
驶、气囊爆破演示、钢板钻孔测试等互
动环节，动静结合、妙趣横生。 不少消
费者都是呼朋唤友一起来参加游戏，
在增长知识之余， 还可以赢取购车基
金、加油卡、汽车用品等实用的奖品。
刚刚拿到驾照正在四处看车的王先生
说 ：“这次活动与以往参加的试驾相
比，信息量大，知识性强。 能如此全面
地认识和感受一款车， 就像补了一堂
课。 以后开车上路，心里更有底了。 ”

据悉， 用户可以登录官网报名参
与新五星安全体验活动，也可以到店现
场报名。 除了多种形式的普奖和价值
5000 元、2000 元、1000 元的购车基金，
更有“全额购车基金返还”这一终极大
奖作为对购车用户的回馈。 (王天笑)

新五星安全———长安逸动

� � � �高温当道，自燃、高温爆胎、油耗
增高等夏日汽车高温问题近期频发，
应对这类问题， 不少车主表示束手无
策。但本刊记者从广汽丰田 4S 店了解
得知， 其实只要多对车子进行针对性
的检测和养护， 就可以避免许多不幸
的发生。

据悉， 广汽丰田每逢夏季总会为
车主们推出相应的养护服务， 这也是
为什么雅力士车主可以放心地轻松地
开着自己的爱车频频出游的原因之
一。 今年，广汽丰田推出了“夏季心悦
服务”活动。 活动期间，到店的车主均
可享受三大项爱车免费检测： 空调清
凉检测、 轮胎安全检测和发动机外表

清洁。
通过这三大检测， 车主们可以迅

速发现爱车因高温而产生的问题，从
而更好地避免各类危险事故的发生。
另外，检测完成后，车主还可享受到四
类爱车养护优惠套餐：空调养护套餐、
刹车养护套餐、 动力养护套餐和雨刮
更换套餐， 从而进一步享受到广汽丰
田为其用车安全所提供的保障性服
务。

三大检测、四大服务，雅力士车主
夏季用车有门道。厂家对雅力士这种层
叠式的呵护，令其车主应对高温天气毫
无压力，更可以与他们的家人一起享受
到高品质的汽车生活。 (王天笑)

高温当道
雅力士车主夏季用车有门道

� � � �日前， 省政府公务用车———广汽
菲亚特菲翔警用车辆交车仪式在长沙
市公安局隆重举行， 广汽菲亚特首批
60 台菲翔正式交付长沙市公安局作
为巡逻处警车。长沙市公安局领导、各
分局领导出席了该仪式， 与百名一线
警员共同迎来这位崭新的工作伙伴。
当天恰逢 Viaggio 菲翔下线一周年之
际， 在这意义非凡的日子举行交车仪
式， 寓意着这 60 台 Viaggio 菲翔将承
担起新的使命，与长沙市公安局一起，
为保护长沙市民的安全， 建设幸福城
市贡献力量。成立三年来，广汽菲亚特
一直以实际行动回馈社会的厚爱，致
力成为具有社会责任心、 公众责任感
的企业。

作为在本土投产的首款合资车
型，Viaggio 菲翔凭借精湛卓越的产品
品质和超越同级的丰富配置， 受到湖
南省各政府单位高度认可， 签约成为

湖南省政府公务用车， 塑造了政府公
务用车追求务实高效的新标杆。 回首
下线一周年 ，Viaggio 菲翔不仅将 67
项重量级媒体奖项收入囊中， 更荣膺
“神舟十号发射任务发射场唯一指定
用车”和“湖南省政府公务用车”称号。
厚积而薄发 ， Viaggio 菲翔必将在中
国市场飞向更广阔的天地。

（谭遇祥）

广汽菲亚特菲翔
正式成为长沙市巡逻处警车

� � � � 7 月 14 日 ，以 “狂野周末 ‘真
实’驾驶 ”为主题的 SUV 车型专业
试驾会在长沙市松雅湖完美落幕 。
新劲炫 ASX 作为湖南本土唯一一
家合资汽车品牌的 SUV 车型，通过
最“真实”的越野路面试驾，为长沙
及周边地区的消费者奉献了一场为
期两天的 SUV 周末狂欢盛宴。

新劲炫 ASX 踊跃参加此次试
驾活动的主要原因是此次试驾活动
打出了“真实”驾驶的口号。 一方面，

此 次 试 驾
会 的 场 地
选 在 了 具
备 “真实 ”
越 野 路 面
的松雅湖 。
松 雅 湖 是
湖 南 省 内
最 专 业 的
越 野 试 驾
场地 ，也是

长沙市区内唯一的 SUV 车型专业
试驾场所， 让试驾者更真切感受到
了旷野郊外的驾驭激情。 另一方面，
这种“真实”的试驾场地让消费者者
充 分 体 验 到 了 新 劲 炫 ASX 源 自
“SUV 世家”的独特魅力。

此次试驾会吸引了 310 批次的
消费者参与体验 “真实”试驾场地，
新劲炫 ASX 充分展现了 “SUV 世
家”的品质实力。 消费者通过体验汽
车性能试驾、 场地 S 弯绕桩趣味比

赛、越野性能自主试驾等环节，遭遇
了 10 多处真实的恶劣路况，包括泥
浆路、鱼鳞路、碎石路、U 形坑、深水
坑等。 各种复杂路况的考验为新劲
炫 ASX 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新
劲炫 ASX 专业的 SUV 底盘、 世界
著名赛车 EVO 的动力系统、电控四
轮驱动系统、 可以媲美中高端轿车
的安全系统等在试驾场地的出色表
现，向消费者们展示出“SUV 世家”
的风采。

参加完试驾活动的李先生表示：
“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买新劲炫
ASX，这次真实的试驾会让我充分了
解了新劲炫 ASX 的优势， 尤其是在
越野方面的突出表现，另外通过与其
他车型的对比， 发现新劲炫 ASX 在
同级车型中性能是最好的。 ”

作为湖南本土唯一一家合资汽
车品牌的 SUV 车型 ， 新劲炫 ASX
得到了更多试驾者的支持和喝彩 。
一位湖南本地的消费者赞叹道：“在

我们湖南美丽的城市内湖， 开着我
们湖南人生产的新劲炫 ASX， 内心
充满了自豪感。 ”

为了保证试驾质量， 活动现场
的服务也非常贴心周到。 广汽三菱
特意聘请了赛车手为消费者做驾驶
培训，在试乘试驾过程中亲自指导。
另外，试驾现场还设有 VIP 休息区，
供消费者中途休息。 一切周到的服
务都是为了确保消费者可以尽情体
验新劲炫 ASX 激情澎湃的驾驶感
受， 在此收获一次愉悦的周末休闲
之旅。

新劲炫 ASX 自上市以来，在全
国迅速走红， 长沙地区的销量更是
在全国强势领先， 充分体现了长沙
消费者对于新劲炫 ASX 的信赖和
认可。 通过此次专业试驾活动，新劲
炫 ASX 给长沙消费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新劲炫 ASX 的“世家”品质
也得到了更多长沙消费者的认可 。

（谭遇祥）

新劲炫 ASX松雅湖专业试驾完美收官

Venza 威飒外观。

试驾新劲炫 ASX。

上海大众中南大区领导与朗行合影。

菲翔巡逻处警车。

� � � � 7 月 9 日，“陕汽杯”2013 全国超
级卡车越野大赛暨摩托车越野邀请
赛全新年度第二站比赛在湖南新田
拉开战幕，这是卡车越野大赛继去年
在此完成首站比赛后再次走进新田，
新田作为国内远近闻名的富硒之乡，
再次被选为比赛城市意义非凡。

本次新田站比赛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十支车队参赛，分别是：陕汽火
箭队、 固铂成山轮胎队、 华夏银行
ETC 卡车队、零公里润滑油车队、玲
珑轮胎队、自由战士服饰队、法士特
开拓者队、汉德勇士队、汽车观察队
及本站本土车队———南有新田队。本
站比赛各路高手齐聚湖南新田，带来
一场别开生面的激情越野大赛。

今年湖南新田站的比赛比去年
新田站精彩程度更加超乎想象 ，看
点也是此起彼伏，惊险的深水坑、考
验技巧的蛇形弯、 十字沟以及双边
桥，都留下选手挥洒汗水的身影，经
过三天的激烈角逐， 华夏银行 ETC
队在车队经理侯红宁的带领下顽强
拼搏夺得分站赛冠军， 零公里润滑
油车队屈居亚军， 自由战士服饰队
居于季军 。 华夏银行 ETC 队在继
2012 年新田站冠军之后再次夺得本
站冠军， 这与全队队员的拼搏精神
密不可分。 更有意思的是，本站的个
人冠军居然还是被 12 年新田站个
人冠军———来自河北的李文彬以 3
分 25.98 秒的成绩获得。侯红宁和马

淼分别位居个人亚军和季军。
本站比赛比以往更成熟还体现

在车队赛手对车辆、赛道、组委会工
作人员的独特看法与认识， 华夏银
行 ETC 车队经理侯红宁在赛后接
受媒体采访时说：“本站新田站比赛
比以往比赛更加成熟， 主要体现在
车辆改装的成熟程度、赛道合理性、
与车队队员合理的配合几方面有了
很大提升，伴随这几个环节的成熟，
车队在比赛时就能更加安下心来研
究战略战术， 而不是担心车辆哪些
改装没到位，赛道哪些地方不合理，
车队人员心态有没有调整好等”。

通过本站比赛颇具看点特征的
可以看出， 卡车越野大赛一直在创

新，一直在不断努力，力求为广大重
卡越野爱好者奉上别具一格的视觉
盛宴。 正如全国超级卡车越野大赛
组委会常务副主席李上雄所说 ，作
为一个汽车赛事一定要保留很多东
西，但也要去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
能取得更多关注。 （王天笑）

“富硒之乡”英雄归来 华夏银行 ETC车队再次夺冠

上海大众 Gran� Lavida朗行中南大区上市

大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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