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式编辑 唐瑾 2018年4月17日 星期二
专题 16

早在 2016 年，一句“你好，博越！ ”开辟
了智能互联汽车新蓝海， 树立了中国品牌智
能网联汽车新标杆。而日前，长沙万达广场主
楼楼体上，一句由 LED 文字醒目标出的“你
好，博越”则宣告了 2018 款博越正式走进长
沙市场。 3 月 30 日晚，众多新老吉利车友共
聚“吉利博越号” 豪华游轮， 创造并见证着
2018 款博越在长沙区域的上市。

2018 款吉利博越在造型、配置、底盘调
校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外观、内饰更加时尚动
感，智能安全、智能舒适配置更丰富。 造型方
面，2018 款吉利博越在延续家族化设计理念
的基础上更时尚更动感，水滴涟漪、西湖拱桥
等中国元素得以延续运用， 源自歼 20 战斗
机设计灵感的锋动套件则让其更具力量和速

度感。 内饰部分，新增温馨舒适的雀茶棕色，
采用集成了更多功能极具未来驾感的全液晶
动态仪表盘，更加注重于驾驶者的交互体验。
最重要的是，2018 款吉利博越还率先搭载了
业界具有绝对领先优势的智能车机系统———
吉客智能生态系统（简称“GKUI”），再一次引
领智能互联 SUV 新时代。

自 2016 年上市至今，博越以超过 45 万
辆的销量，稳居 SUV 销量榜第一阵营。 2018
款吉利博越自上市以来， 市场热度与关注度
持续火爆。 可以预见，在 2018 款吉利博越的
带动下， 吉利汽车也将以更强的竞争优势开
启新一轮增长， 为用户带来智能互联 SUV
的新价值、新体验。

（谭遇祥）

2018 款吉利博越长沙开卖

何尚武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百
公里毅行。 ”———这是 2017 年湖南百公里活
动参与者灰灰哥在朋友圈留下的文字。

据不完全统计，从活动举办至今，湖南百
公里已影响了数以万计像灰灰这样有想法、
有胆量的年轻人，用脚步丈量世界。而凭借着
对年轻群体强有力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湖南
百公里也成为了全国规模最大、 影响力最强
的徒步活动之一。

这周末（4 月 21 日 -22 日），让人翘首以
盼的 2018 湖南（春季）百公里毅行活动即将
再次拉开帷幕。 笔者获悉， 东风日产已经和
2018 湖南（春季）百公里再度牵手，刚刚全国
上市的全境越野 SUV 途达也将以活动唯一
指定用车的身份，陪伴毅行者们跋山涉水，见
证毅行者们用汗水和毅力完成百公里徒步的
自我挑战。

渴望出发，
硬派越野车途达牵手湖南百公里
鏖战都市有多辛劳， 向往户外的心就有

多强烈。毅行者是一群渴望出发的人，他们渴
望通过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世界， 更希望通过
一场对身心兼具考验但又颇有意义的百公里
徒步，作为自我成长路上的印记。这与硬派越
野车途达“途虽远，我必达”的理念不谋而合。

从全领域征服者途乐开始， 日产便一直

深耕专业 SUV 领域。 历经六代更新后，途乐
凭借其出色性能及强悍动力享誉世界。 在途
乐的基础上， 东风日产着力开发全新
TERRA 途达，途达与途乐一脉相承，其传承
了途乐霸气硬朗的超大尺寸外观及获得世界
广泛认可的越野性能，成就其全境越野 SUV
的产品实力。

据介绍，全境越野 SUV 途达是东风日产
为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更多向往而推出的全
新中大型 SUV， 售价 16.98 万元 -24.58 万

元。它造型硬派并搭载了非承载式车身，专业
越野悬挂系统以及四驱系统， 在非铺装路面
的表现相比城市 SUV 更具优势。

参数方面， 途达新车长宽高分别为
4882/1850/1835mm。 动力则是 QR25� 2.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和 7 速手自一体变速器的匹
配，最大功率可达 184 匹马力。

据悉，途达的目标客户是“有目标、有担
当、有情怀、有个性”的年轻人。他们在事业上
奋力拼搏，风雨无阻从不放弃，只为给家人提

供最好的生活；他们有个性却不轻狂，对品质
生活念念不忘，渴望再度出发。

正是基于对出发的共同渴望， 以及双方
共有的“心有方向，不可阻挡”的坚韧气魄，东
风日产途达和湖南百公里一拍即合。 成为湖
南百公里唯一指定用车的途达， 将在这个周
末， 和毅行者们共同实现全境越野精神内涵
的追求。

东风日产 SUV 家族全程巡游，
更有民谣音乐会为毅行者喝彩
越野车对于男人来说就像是一张名片，

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态度， 还是男人心中的越
野梦。 除了途达将以唯一指定用车的身份在
这周末见证毅行者们用汗水和毅力完成百公
里徒步的自我挑战，东风日产 SUV 家族也将
为毅行者们一同加油助威。 届时， 一支由途
达、楼兰、逍客、劲客、奇骏等东风日产全品类
SUV 组成的车队将由起点至终点，全程追随
毅行者前行，记录毅行者们行走的轨迹，见证
毅行者们恣意的青春。

音乐是路途中的好伙伴， 这么重要且精
彩的因素，此次湖南（春季）百公里当然也不
会少。据悉，在 4 月 21 日晚，将有一场由东风
日产冠名的“途达 行者之夜”民谣演唱会在
半程终点———湖南工程学院召开， 以本土音
乐人“民谣老赵”领衔的乐队将现场表演，为
参加湖南百公里的毅行者们加油喝彩。

4 月 8 日，全新奥迪 A8L
在海南三亚震撼上市，共发布
4 款搭载 3.0� TFSI� 250kW
发动机的车型， 价格区间为
93.78-130.98 万元。 历经 30
年发展、5 代车型演变，每一代
奥迪 A8L 车型，都配备了众多
全球首创或是同级独有的创
新技术，一次次刷新了豪华 D
级车市场的行业标准。 一汽 -
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
石柏涛表示：“作为旗舰车型，
奥迪 A8L 始终代表着奥迪品
牌的尊贵形象和进取精神，也
是最尖端技术的集大成者”。

全新奥迪 A8L 首次在豪
华 D 级细分市场强化了“智
能”概念，以引领行业的前瞻
科技，刷新了人们对于豪华 D
级车的认知， 在数字智能时
代，依托定义智能汽车的硬件
标准、奠定智能汽车的人机交
互理念、与驾乘深度融合的主
动智能体验，开创了驾乘智能
的新时代。

在硬件层面，全新奥迪 A8L 搭载 48V
全电气化系统、高计算能力的中央处理器，
以及高感知能力的传感器网络， 构成了定
义智能汽车的硬件标准， 带给用户面向未
来的智能出行方式。在软件层面，凭借高度
智能化的全触控操作理念和无缝顺畅的交
互体验， 全新奥迪 A8L 为豪华 D 级车产
品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思路， 奠定了智能汽
车的人机交互规范。在体验层面，得益于同
级最丰富的 41 个驾驶辅助系统， 以及前
瞻的智能科技，全新奥迪 A8L 为用户带来
了与驾乘深度融合的主动智能体验。

全新奥迪 A8L 共发布 4 款搭载 3.0�
TFSI� 250kW 发动机的车型，每一款车型
都提供了该价格区间内最佳的配置组合，
针对不同用户群体， 提供精准满足需求的
最优选择，实现“同装备水平价格最优，同
价位区间装备最佳”。 全新奥迪 A8L 在同
级唯一全系标配 quattro 全时四驱系统、
48V�轻度混合动力系统、自适应空气悬架
等领先的底盘及传动系统， 以及带触碰响
应的全触控概念显示屏、 负离子空气净化
器、奥迪虚拟座舱等丰富的亮点功能，全面
降低了四驱、电气化、人机交互等智能驾乘
体验的入门门槛，带给用户“不打折扣”的
新时代智能豪华 D级旗舰。

据介绍，作为奥迪在新时代元年的“开
篇之作”，全新奥迪 A8L 的投放，兑现了一
汽 - 大众奥迪“总是提供用户想要的产
品”的承诺，并将正式拉开奥迪产品和品牌

“双大年”的序幕。 (何尚武)

本周末，硬派 SUV 途达陪你百公里路上跋山涉水
东风日产全程助力 2018 湖南（春季）百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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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汽车圈屡次打破传统的领克又一次打
破了边界。 4 月 8 日，个性、开放、互联的新时
代品牌领克（Lynk� &� Co）打破传统试驾活
动的形式， 在长沙建立“领克 01 都市竞技
场”， 通过生动有趣的体验项目向公众展现
了领克 01 作为新时代高端 SUV 所拥有的
智行新科技、互联新科技、驾控新科技、守护
新科技以及品质新科技等杰出产品实力。

据介绍， 本次领克 01 都市竞技场设置
了迷宫阵、勇夺峰、智行环等四大竞技体验
区。 趣味丰富的环节设置， 让驾驶者得以全
面体验到领克 01 渗透至产品方方面面的新
科技。 试驾者在对战竞技环节亲身体验到了
领克 01 百公里制动距离达到 34 米的出色

效果；连续过弯时，EPAS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
给予前轮迅捷而精准的转向控制； 以及在领
克 01 智行科技的辅助下， 轻松而愉快的驾
驶体验。

领克是一个集欧洲技术、欧洲设计、全球
制造、全球销售为一体的新时代高端品牌，以

“持续改变城市出行”为使命。 作为领克的首
款车型，领克 01 诞生于由沃尔沃汽车主导，
吉利汽车与沃尔沃汽车联合开发的 CMA 基
础模块架构，是为都市年轻族群打造的新时
代高端 SUV，拥有卓越的发动机、变速箱和
底盘技术，同时在智能驾控、领先安全、豪华
品质及实时互联等方面也具备行业领先的技
术亮点。 （何尚武 谭遇祥）

“领克 01 都市竞技场”亮相星城

本周末，令人翘首企盼的 2018 湖南（春季）百公里即将拉开帷幕，刚刚全国上市的全境
越野 SUV 途达将作为活动唯一指定用车，陪伴众多参赛者在百公里赛道上完成自我挑战。

（东风日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