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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随着在六座城市“闪电标”的
能量聚合，广汽丰田首款中级车雷凌 LEVIN
耀目登场, 携带着崭新基因完美上演了全球
处子秀。 据了解，雷凌将搭载 1.6L 和 1.8L 两
款排量发动机,在今年夏天正式上市。

LEVIN 英语意为“闪电”，能给人以劈开
混沌，开创未来的联想；而中文名“雷凌”有

“雷霆万钧、凌云壮志”之意。 对产品而言，雷
凌被赋予力与美的寓意，它将以电闪雷鸣、破
旧立新之势缔造出不凡之美。

纵观眼下的中级车市场，产品在造型、空
间、油耗、操控、安全、品质等诸多方面，往往
为突出某一特点而牺牲了对其他性能的追
求。 为此，秉承“不妥协”的品牌精神，雷凌开
发团队确定了三大研发基准： 即“大胆而超
前”的设计，“显著改善的动态性能”以及引人
注目的“物有所值”。 雷凌兼顾了大气时尚和
运动感，完美融合理性价值与感性体验，展现

出令人怦然心动的新锐造型和卓尔不群的跨
级实力。

雷凌这款史上最帅气的中级车， 开创了
中级车整车设计三大革新性设计概念：以“长
轴距 + 短前后悬”获得前卫动感外形比例，以
四轮外凸造型形成大气宽稳车型站姿， 以简
洁明快的线条塑造动感的车身张力。 安井慎
一强调：“清晰而强劲的新设计语言， 令雷凌
呈现出极致惊艳的美感， 丰田又一次兑现了
为中国而改变的承诺。 ”

在亮相仪式上，记者初见雷凌，其大气、
新锐、动感的造型特征极具辨识度，令人耳目
一新，为之惊艳。雷凌前脸采用“Keen� Look”
(目光犀利的面孔) 这一丰田汽车最新家族脸
谱设计。立体上扬的投射式前大灯组合，好似
北美白头海雕的双眼，犀利、敏锐，炯炯有神。
一条醒目、 张扬的镀铬亮条从徽标向两边散
发开去，强化了雷凌醒目、张扬的前脸特征。
梯形大嘴下格栅设计，进一步营造出锐动感。

雷凌配备同级车少见的夜幕式远近光一

体投射前大灯，光束更宽更远；雕喙式后尾灯
的造型与前脸相互呼应。后灯组使用了 50 多
颗 LED 光源，数量之多，为同级车之最；并用
柔性线路板连接，形成“灯带 + 灯幕”的发光
效果，醒目而优美，极具辨识度。

基于 Iconic� Elegant(标志性优雅)设计
理念， 内饰面板大面积采用镀铬和钢琴烤漆
设计，凸显质感。 其中，一条镀铬亮条横贯于
仪表台中部，贯穿两侧车门内饰板，不仅消除
了沉闷感，更突出了车内空间开阔感。垂直型

门把手不仅有助于驾乘人员提高舒适性，而
且握着它可以增强安心感。中控台层次清晰、
由上中下三个不等腰梯形构成， 档杆下方的
地台中央控制面板为不规则四边形， 最上一
层为空调出风口，中间一层为音控区，下一层
为空调控制区，再次体现出雷凌“化繁为简”
的设计思维。 加上周边镀铬的运动型仪表和
三幅式方向盘，仪表盘上大型彩色 TFT 多功
能信息屏和内饰灯的“科技蓝”背光效果，炫
彩迷人。

雷凌的长宽高尺寸分别为 4630mm、
1775mm 和 1480mm， 在同级车中拥有最为
丰富的人性化关怀内容。例如，雷凌拥有轴距
长达 2700mm， 跨入中高级车行列的超长轴
距，加上丰田素有空间优化特长，使得雷凌拥
有同级车中最大的室内空间和后排空间。 由
于优化了部件体积，从内向外看去，雷凌的天
窗视野比相同面积者大 15%。

雷凌是继 YARiS� L 致炫之后，广汽丰田
在实施“中小型车战略”上的又一个重大举措，
是培养广汽丰田渠道基盘客户的重要阵地。

雷凌的出现，完善了广汽丰田的轿车产品
谱系， 为企业达成 2015 年产销 50 万辆目标
提供有力支撑。 广汽丰田在 2013 年提出“中
小型车战略”、“混合动力战略”、“产能规划战
略”三大战略，着力于构筑“产品、质量、营销、
服务”四大变革，持续提升市场竞争力。

4 月 20 日，广汽三菱与三菱汽车联
合参展，携旗下全系 SUV 车型（新劲炫、
新帕杰罗·劲畅） 重磅出击北京车展，强
势推出新帕杰罗·劲畅行政版车型，并同
步发布了新劲炫珍珠白、 宝石红两款新
色车型， 以生机蓬勃的新生代姿态在北
京车展上精彩亮相。

2013 年， 中国 SUV 销量同比增幅
高达 50%， 继续领跑中国乘用车各细分
市场。 这一年，广汽三菱牢牢把握 SUV
市场迅猛发展的大机遇， 全年销量节节
攀升，累计达 43,035 台，实现了投产首
年就盈利的超常规发展。 这次三菱汽车
与广汽三菱携手参展， 不仅是对中国市
场的高度重视， 更是对广汽三菱取得成
绩的充分认可。

作为广汽三菱的旗舰车型， 新帕杰
罗·劲畅自上市以来就广受消费者喜爱
和好评。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感受到源自

“SUV 世家”的专业品质，广汽三菱在此

次北京车展上正式宣布新帕杰罗·劲畅
行政版全国上市。 至此，新帕杰罗·劲畅
共拥有舒适版、豪华版、行政版、旗舰版 4
个车型版本，为广大 SUV 喜爱者提供了
更丰富的选择。

行政版车型通过配备超级大礼包，
为消费者带来耳目一新的全新商务感观
与体验。 行政版车型还延续了新帕杰罗·
劲畅一贯的高品质追求， 搭载了全新调
校的 3.0L� V6� MIVEC 铝合金发动机，
保留了专业越野赛级别的扎实运动底
盘，拥有傲视同级车型的超选四驱系统，
以及可多样化组合的 7 座宽敞空间等产
品优势。 在产品实力全面升级的同时，为
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SUV 世家”的魅
力， 新帕杰罗·劲畅行政版售价非常惊
喜，售价为 28.88 万元。 凭借产品性价比
的再度提升， 行政版车型将树立商务越
野大 7 座 SUV 市场的价值新标杆。

(谭遇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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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奔腾 B90 华夏商道之旅活动
在榕城福州拉开帷幕， 由知名经济专家带领
媒体老师及消费者共同追溯闽商历史， 通过
镜头及讲述，品味闽商传奇风采，传承闽商开
放创新精神的同时， 通过专业设计的场地对
比试驾， 感受 2014 款奔腾 B90 的强劲 T 动
力和先进科技装备， 见证其高性能中高级车
的旗舰地位。 据了解，从 4 月 6 日起，全系搭
载全新 T 动力发动机的 2014 款奔腾 B90，
携高性能和实力科技装备奔赴哈尔滨、宁波、
太原、郑州、西安、福州等全国 6 大城市，开启
一段华夏商道文化探源之旅， 探寻中华大地
多元化的商道文化。

2014 款奔腾 B90，搭载了中国一汽自主
研发的 4GC 系列全铝合金发动机， 共有
1.8T 和 2.0T 两个排量。 由于采用了高性能
涡轮增压器，4GC 系列全铝合金发动机提高
了发动机的功率和扭矩， 整个动力系统响应
快速， 动力强劲， 不仅保障了 2014 款奔腾

B90 澎湃的动力输出， 还有效提高了燃油经
济性， 做到了节能环保和强劲动力的绝佳平
衡。 2014 款奔腾 B90 运用先进的 T 动力发
动机取代原有自然吸气发动机， 这种突破性
做法像极了开创“海上丝绸之路”的闽商，他
们是商界精英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思想开放
创新，也不囿于现实环境的限制，而是敢冒风
险突破创新，敢于将新事物、新观点应用于事
业中。这种敢为人先、开放创新的精神与奔腾
品牌“进取不止”的理念不谋而合。

为了更好地发挥 T 动力发动机的性能，
2014 款奔腾 B90 为其匹配了爱信全新第二
代 F21 系列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场地对比
试驾中，现场的商务精英们亲身体验了这款

“奔腾中高级旗舰车型”的先进动力性能。 25
米加长绕桩，充分体现奔腾 B90 极限操控性
的同时，更展现了涡轮增压发动机优秀的中
段加速能力。 同时，“前双横臂式独立悬架带
横向稳定杆”和“后 E 型多连杆式独立悬架

带横向稳定杆”， 再加上全新标配的 17R 宽
幅轮胎的配合，2014 款奔腾 B90 具备了卓
越的操控稳定性和驾驶平顺性，不论是起伏
路、坑洼路，还是搓板路、抑或驼峰路，驾乘
人员都能有舒适的体验。 此外，在先进悬架
系统与车辆稳定控制系统———最新 BOSCH�
9 代 ESP 的作用下，2014 款奔腾 B90 在紧
急避险过程中，还体现了车辆在极限状态下
的高可控性。

在我国悠久的商道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
杰出的商业群体，他们用执着的人格精神，塑
造了商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纵使在千年
之后， 依然散发着经久不衰的光芒和诱人的
魅力，闽商无疑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奔腾品牌
作为自主品牌的领军者， 在汽车制造领域不
断追求技术创新， 彰显了卓尔不凡的科技实
力，与闽商精神相得益彰。 同时，2014 款奔腾
B90 独具商务魅力的商品特性， 将成为商务
精英们行走天下的价值之选。 （谭遇祥）

以此次北京车展为平台， 全新 Boxster�
GTS 及 Cayman� GTS 呈现了其全球首秀。
万众瞩目的全新 Macan 也揭开了神秘面纱，
尽显风采驰骋而来。 同时，Panamera� Exec-
utive，Panamera� 4� Executive，Panamera�
4S� Sport� Edition 在此次车展中亦首次与全
球车友见面。 此外，传承经典的 911� Targa，
未来超跑 918� Spyder 与引领保时捷重回勒
芒赛道的 919� Hybrid，911� RSR 以及其他诸
多车型共同为世人诠释了一段关乎梦想与激
情的跑车传奇。

保时捷为此次车展所特意准备的惊喜之
作———全新Macan 也在此崭露锋芒。 延续荣

耀历史传承，不忘初衷勇于突破———自诞生以
来， 保时捷从未失去打破桎梏的非凡勇气，这
款全新车型便是这种执着精神的最佳诠释。作
为保时捷运动家族的最新成员，纯粹的保时捷
基因在Macan 系列车型的每个细节中亦得以
完美体现，源于其他顶级保时捷跑车的诸多设
计元素为其创造了运动优雅和极富动感的整
车形象，完美的车身比例与轻质设计尽显动态
品质。 全新Macan 将保时捷享誉全球的运动
基因与至臻品质带到了正蓬勃发展的 SUV
市场。该车型搭配燃油直喷技术的 2.0 升强劲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输出功率高达 237� hp
（174� kW），在新欧洲行驶循环（NEDC）中，百

公里耗油量为 7.2 升，堪称同级车型之中的能
效翘楚。 在确保超高燃油效率的同时， 全新
Macan 亦拥有杰出的驾控性能———从静止加
速至 100� km/h 仅需 6.9 秒， 最高时速可达
223� km/h。

另外，北京车展上保时捷品牌全球首发车
型 Panamera� Executive 和 Panmera� 4�
Executive也同样震撼人心。 这两款轴距加长
的 GT 车型提供了更为宽敞的后排空间，在保
证杰出性能的同时，更完美地兼顾了日常实用
性与舒适性。此外，基于 Panamera� GTS 所打
造的全新 Panamera� 4S� Sport� Edition 则再
度传承了保时捷卓越的运动基因———搭载其
上的 V6�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输出功率高达
420� hp（309� kW），标配的 Sport� Chrono�组
件和特别设计的空气悬架则为之提供了出色
的驾控性能。 （谭遇祥）

在北京车展广汽菲亚特发布会上，广汽菲
亚特正式宣布上市 Ottimo 致悦运动版并预售
Freemont 菲跃炫酷限量版。 据悉，致悦运动版
市场指导售价为 14.88 万元至 16.28 万元，而
菲跃炫酷限量版市场指导售价为 29.88 万元。

此次，广汽菲亚特带来了旗下全系车型参
展：迈入主流中级车阵营，集意式造型、先进科
技、舒适及功能和可靠安全于一身，并揽获 76
项媒体大奖的首款国产车型———越级动感轿
车菲翔， 与激情张扬的致悦和致悦运动版、大
气澎湃的菲跃炫酷版、 灵动时尚的菲亚特 500
家族，共同呈现了来自意大利，拥有 115 年悠
久历史的菲亚特品牌的潮流设计与动感基因。

随着新生代人群渐成市场主力，汽车已不
局限于交通工具的概念和范畴，而成为个性与
品位的载体和延展。 广汽菲亚特悉心洞察年轻
消费者对动感掀背车型的钟爱，为致悦运动版
融入了多项专享配置，彰显时尚活力之余再添
运动气质。

菲跃炫酷版是广汽菲亚特推出的一款限
量作品。 基于菲跃 2.4 豪华导航版的
基础上进行个性化打造， 菲跃
炫酷版增加了多处酷黑元素设
计，包括黑色进气格栅、黑色外
后视镜、熏黑前大灯、19 英寸黑
色喷涂铝合金轮毂等， 崭新的
面貌令菲跃呈现出炫酷的多面
风格。 菲跃炫酷版专为追求自
由、积极进取、关爱家庭、热爱
生活的精英阶层打造， 满足他
们工作及休闲生活的多样化需
求。 集轿车的操控性、MPV 的
多功能性与 SUV 的通过性于
一身，Freemont 菲跃炫酷版旨
在营造 “All� cars� in� one 全能
合一” 的全新产品理念与用车
方式， 并在三者之间找到了完
美的平衡点。 （谭遇祥）

4 月 20 日， 上汽乘用车不仅携荣威
和 MG 双品牌全系车型亮相 2014 北京
国际车展， 更集中展示了有着自主品牌
“最强动力总成” 之称的全新一代动力总
成 “CUBE-TECH”，以及包括纯电动轿
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燃料电池轿车
在内的“中国最完备新能源体系”。这意味
着掌握核心技术的上汽乘用车率先进入
“新动力时代”，以自主品牌车企领军者之
非凡气势，引领中国自主品牌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

长期以来，动力总成技术滞后，一直
是制约中国自主品牌车企发展的一大瓶
颈。 今年 4 月初，上汽乘用车的最新一代
动力总成 “CUBE-TECH”，一经媒体披
露便广受关注，被喻为“自主品牌最强动
力总成”，率先突破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动
力瓶颈”。在北京车展上，上汽乘用车正式
发布了这一动力总成。

据了解，“CUBE-TECH” 新一代动

力总成是上汽自主研发以及与通用汽车
联合开发的成果， 包括 MGE 系列、SGE
系列缸内直喷发动机，TST� 6 速双离合
变速器、TST� 7 速双离合变速器，以及新
一代发动机启停系统，是拥有全球领先水
平的动力成总系统。 上汽已规划在未来 5
年内将其搭载于下一代荣威和 MG 产品
中，以期达到“碳排放减少、动力性提升、
经济性提升”均“超过 20%”的战略目标，
实现高性能和节能环保的完美平衡，在满
足消费者强劲动力的驾驶体验的同时，履
行节能环保的企业社会责任。

这套自主品牌“最强动力总成”今年
起将陆续搭载在上汽的下一代产品上 ，
并与上汽逐步成熟且成功实现市场化运
作、被公认“国内最完备”的新能源体系
一起，将上汽自主品牌产品强势带入“新
动力时代”，引领中国自主品牌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

(王天笑)� � � �

北京车展开幕当天， 日产汽车携手东
风日产、郑州日产共同参展，并带来 20 余
款明星车型。 其中，日产汽车瞄准中国“80
后” 的生活方式而精心打造的全球概念
车———蓝鸟·印象于今日全球首发。 同时，
日产汽车首席规划官安迪·帕尔默先生在
发布会现场宣布，日产汽车全球高性能车
与赛车运动品牌 NISMO 将正式进入中国
市场 ， 而率先在中国亮相的车型将是
GT-R�Nismo 和 370ZNismo。 此外，在日
产汽车展台上还展出了具有独特中心式
驾驶员座椅设置的 BladeGlider 概念车、
东风日产的战略旗舰车型新势代奇骏，完
美传递出日产品牌独具的创新与激情。

蓝鸟·印象概念车的定位是 “突破传
统理念的轿车”， 由设立在北京的日产中
国设计中心（NDC）携手日产全球设计中
心（NGDC）共同设计完成。 这款概念车采
用了灵巧敏捷且充满力量感的设计风格，
迎合了中国当下“80 后”潮流引领者的品

位和价值观。
此次车展上， 安迪·帕尔默还正式宣

布 NISMO 品牌登陆中国。 他表示，“我们
为 NISMO 即将进入中国而振奋不已 。
NISMO 拥有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车队之
一，并完美展现出‘日产汽车通过持续改
进工程技术热切追求胜利’这一赛车运动
基因 。 不言而喻 ， 为了传承这一基因 ，
NISMO 在车型创新、技术、安全及品质等
方面的水准将始终处于前沿地位， 并且，
日产汽车所有的车型都是如此 。 对于
NISMO 品牌而言， 进入中国市场是其在
赛车领域之外不断积极拓展全球重点市
场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

（谭遇祥）

此次北京车展，标致及东风标致品牌
阵容豪华。 新一代东风标致 408 全球首
发；17 日上市的“城市 SUV 领航者”2008
携即将征战达喀尔拉力赛的同款车型同
台 亮 相 ； 同 时 ，2014 款 东 风 标 致
3008&508 罗兰·加洛斯限量版、 高品质
风尚中级车 308 乐享版、 新生代品质先
锋中级车 301 炫目登场。 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 东风标致还带来了 1.2T、1.6T 及
1.8T 涡轮增压三款“E 动战略”核心发动
机产品。

标致品牌带来的全球首发概念车
EXALT、 经典赛车 302Darl'mat、 全新
RCZ 及高性能概念车 RCZ-R、308CC 罗
兰·加洛斯版、 紧凑型城市 SUV� 4008、

PSA 空气混合动力版概念车等产品同时
震撼亮相。一场“严谨、激情、致雅”的品牌
饕餮盛宴等待您的莅临。

作为国内最具代表性的欧系合资汽
车品牌之一，东风标致始终致力于打造更
具品质感的驾驭体验和生活价值。 进入
2014 年， 东风标致势头强劲， 截至 3 月
底，全系车型销量累计达 85049 台，同比
增长 18.6%，取得开门红。

随着东风标致 2008 上市 、 新一代
408 全球首发亮相，东风标致雄厚的技术
实力崭露锋芒。 而中法建交 50 周年，标
致造车 125 周年， 更带来难得的发展机
遇， 助力东风标致在崭新起点突破格局，
在主流汽车市场站稳脚跟。 （谭遇祥）

4 月 21 日下午 5 点左右，为了紧急抢
救幼儿园昏迷不醒的孩子， 鸿基出租车公
司 AT2327 驾驶员蔡师傅用最快的车速送
到了医院。

当天中午一点多钟，在长沙三湘南湖大
市场边上行驶的湘 AT2327 驾驶员蔡敏看
到在路旁有一名女士手里抱着一个 4 岁左
右的小孩焦急的挥手拦车，他立马将车停在
旁边，得知是在幼儿园上学的一个小朋友突
然昏迷不醒， 老师急忙抱起小朋友赶往医
院。 蔡师傅见到小孩情况非常严重，必须抓
紧时间送医院，为了给孩子赢得更多的救治
时间，蔡师傅发挥高超驾驶技术，只用了十
多分钟将小孩送到了市一医院。 到医院后，
幼儿园老师问司机多少车费， 蔡师傅只说
“孩子要紧，赶快救人”。 （王天笑）

■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广汽丰田中级车雷凌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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