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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 月 20 日上午，在
东风本田荣丰店展厅内举行了思

域精致升华版上市推荐会。虽然
天气不是很好，但仍然有很多的
喜爱思域的客户赶到了活动现
场。短短 1 小时的活动，就收到了
6 个思域的订单。看来大家对思域
精致升华版还是非常认可的。

此次 CIVIC(思域)精致升华
版在现款车型基础上增加了多项
高价值配置，并保持现有价格不
变，增配不增价。

中级车精品 CIVIC(思域)自

上市以来广受好评，销量节节攀
升。在主流中级车市场中处于领
先地位。

东本荣丰店的销售经理告诉

记者，东本荣丰店在现在开展的
“加倍精彩”活动，推出 CIVIC(思

域)精致升华版到店/试驾礼、洽谈
礼、购车礼三重惊喜赠礼，并开展
缤纷多彩的体验活动，热情回馈
消费者。

(专刊记者 邵明习)

东风裕隆纳智捷 SUV

预计售价：20 万元左右

东风裕隆 SUV 外观

气势相当大气。镀铬飞翼徽

标和大型水箱护罩，让它展

现出与纳智捷 MPV 相似

的家族面貌。利用多道车身

流线与流畅的车顶线条，纳

智捷 SUV 的动感神态也
愈趋明确。

东风裕隆 SUV 配备

有 Think+系统，以 10 . 2 寸
屏幕整合具备影音娱乐、电

话通讯、卫星导航、行车安

全、车主专属、系统设定等

六大功能。卫星导航采用全

新软体与图资，让操作直觉
性和视觉效果上更臻完美。

裕隆 SUV 最大可提供七

人座的乘坐空间。第二排座

椅设计上也加入前后滑移
和椅背倾角调整功能，让乘
员自由变化乘坐姿势。此
外，智慧易收式二排座椅前
倾机构，可让乘座于第三排

的乘客快速上下车，提供所

有后座乘员最舒适和便利

的乘座空间。

华泰 B35

预计售价：15 万元起

在外观上，华泰 B35

大面积的网状前格栅、硬朗

的引擎盖棱线、保险杠左右

两侧硕大的进气口均得到

了很好的保留，不过重新设

计的前大灯则变得更为锐

利，五辐单条轮圈设计极具
力量感。

动力上，B35 有望会提

供 1 . 8T 汽油和 2 . 0T 柴油

两台引擎，且这款柴油机型
是由华泰与意大利WM 公

司合作开发，可以输出最大
功率 110kw/4000rpm 和峰

值扭矩 310Nm/2000rpm，

变速箱预计会与在售圣达
菲相同为 5 速手动。另据
悉，华泰 B35 的车身底盘

是基于现款圣达菲的底盘，

进行了相关优化升级。

比亚迪 S6

预计售价：15 万-20 万元

比亚迪 S6 前脸的单

横条式前进气格栅显得十
分简洁，而熏黑式前大灯则

与 G3 有几分相似，风格上

也更趋动感。撇开是否模仿

不说，简洁而更显动感的前

脸设计与车身契合度很高，

整体设计十分和谐。

动力系统方面预计会

与M6 车型相近。与这台四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配合的

应该是来自三菱的 4G69

2 . 4L 发动机，性能参数为

118kw/5800rpm 的最大功

率、215Nm/3500-4500rpm

的最大扭矩。而 2 . 0L 发动

机采用比亚迪自主研发的
BYD483QB 机型，其最大
功率、扭矩分别为 103kw/

6000rpm、186Nm/4000-

4500rpm。与之搭配的是一
台五速手动变速箱。

荣威W5

外形方面，荣威W5 已
经具备很高的量产水准。另

外，引擎盖、轮毂中心盖以
及车内方向盘上的 LOGO

都全面“荣威”化，大灯和水

箱格栅的设计都明显有别

于双龙享御。对比之前工信
部目录资料，新款车型的大
灯转向灯部分灯罩改为了

橘黄色的颜色，同样，翼子

板部位的独立侧面转向灯

也变为了橘黄色设计。

荣威 W5 最终将定名

为荣威W5，采用非承载式

车身设计，带有车身大梁的

结构明显比本田 CR-V、丰

田 RAV4 等城市多功能车
型更具越野能力。而且从谍

照车身侧面的车门防擦条

上的“ 3 . 2”和前翼子板上

的“4WD”标识也看出其强
劲的动力和驱动系统。

(专刊记者 王文卿)

清明踏青 自主 SUV 吹响“集结号”
思域精致升华版跃然上市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进口三菱欧蓝德：“威猛

强悍，勇冠三军”，恐怕

毫不夸张！

正梯形进气格栅是三

菱家族的重要标志，但将

其毫无修饰地安置在 SUV

车型上，则更加增添了 EX

欧蓝德凶悍、凌厉的威武

之气。

每一个坐进欧蓝德车
内的人都在第一时间对内

饰表示出了明显的好感，

尤其是那个造型和握感俱
佳的全尺寸方向盘，好评

率甚至达到了百分之百。

那种精致和饱满的战斗感

在刹那间就已经彻底征服

了每一个人，不再有丝毫
的犹豫，也没有一刻的思

索时间，干净利落地就让

人放弃了抵抗。

欧蓝德在空间表现上

要比同级别的其他车型有

更多优势，尤其是在后排，

更长的轴距换来了更出色

的腿部空间，最大 935mm

的纵向空间甚至足够让大
多数人舒适地找到属于自

己的慵懒姿势。而相应地，

高高的车顶也让后排乘客

拥有了多达 960mm 的头部

空间，再加上有大尺寸天窗
和带靠背角度调节功能的

座椅，后排空间舒适度很难

让人再有丝毫抱怨。

对于欧蓝德来说，在动

力配置上顶置凸轮轴带
MIVEC 可变气门正时技术
的 3 .OL V6 发动机，最大
功率提升到了 169kW，而最

大扭矩输出则增加到了
291Nm，从数据上来看，动

力储备更加充足。

实际测试时，6 速手自

一体变速器的表现相当称
职，动力衔接十分顺畅。从

静止加速到 60km/h 时耗时
4 .1s，而 0-100km/h 加速时
间在 10 组测试后平均为
8 . 8s。这样的成绩对于一部
SUV 而言已是异常出色了。

山东泉通进口三菱临

沂 4S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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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539-825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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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强悍，勇冠三军，进口三菱欧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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