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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荣威RX5系列体验营在杭
州火热开营。新国潮智联网SUV荣威
RX5 PLUS 携荣威 RX5、荣威 RX5
MAX齐聚杭州，匠心造国潮，通过别
出心裁的互动体验和惊险刺激的试驾
环节，让参与者零距离感受荣威RX5
系列的极致品质和非凡驾控体验。

荣威RX5 PLUS缔造上乘品质之选

荣威RX5 PLUS自上市以来，引人
注目的无疑是其惊艳的数字律动设计
美学外观：前脸年轻时尚，新狮标、参数
化立体悬浮荣麟格栅、多刃式引擎盖等
细节设计都很出彩；侧边线条流畅，腰
线微微上扬，营造了不错的运动感；车
尾整体简洁大方，字母尾标、量子巡回
LED尾灯等设计极富潮流感。后排空
间方面，荣威RX5 PLUS的表现优越，
实测180cm身高的试乘者坐在后排也
能十分舒展，头部约有1拳余量，腿部
也很宽敞，有超过2拳的余量。

在舒适性配置方面，荣威 RX5
PLUS的表现相当出色。新车内部多处
应用豪车级工艺，能摸到的地方都采用
了软性材料包裹，用料到位、触感舒
适。三幅式真皮方向盘集成多功能按
键，无论手感还是视觉效果都很棒。主
驾驶座带8向电动调节(含腰托)，副驾

驶具备4向电动调节，开长途不用担心
腰酸背痛。

上汽荣威在智能方面下足功夫，荣
威RX5 PLUS自然在这方面表现十分
出色，14.1英寸2.5D四曲面玻璃大屏
和12.3英寸液晶仪表盘组合，呈现出浓
厚的智能科技氛围。车机系统搭载最
新的斑马智行系统，集成90秒全双工
AI自然交互语音、声音克隆、车家互联
等实用功能，并支持支付宝小程序上
车，全面打通阿里软件生态圈。

动力方面，荣威RX5 PLUS搭载上

汽第二代“蓝芯”1.5TGI缸内中置直喷
涡轮增压发动机与TST 7速自动变速
箱，同时百公里油耗低至6.8L，极具竞
争力。在实际的驾驶过程中，这款车的
表现让人满意。在低扭状态下，扭矩提
升迅速，动力输出易于控制，这对于关
注操控感和舒适性的家庭用户来说非
常友好。在中后段涡轮介入及时，再加
速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动力不够。

而在急停、绕桩和麋鹿测试等试驾
表现来看，车身的姿态控制、过弯的侧
倾、车头指向性等都超出预期，给人很

强的安全感。

荣威RX5、荣威RX5 MAX
打造优质出行体验

如果说荣威 RX5 PLUS 是荣威
RX5体验营的“国潮流量担当”，那么荣
威RX5、荣威RX5 MAX就是“优质品
价比”的代表。

上市4年来，荣威RX5热度一直不
减，在这次体验营体验的是荣威RX5
百万款。这款车的外观造型采用家族
式律动设计语言，每一处细节设计都精
雕细琢，收获不少车迷的点赞。配置方
面，百万款还配备全景天窗、10.4英寸
智能大屏、18寸轮毂、无钥匙进入、一
键启动、选装LED大灯等实用配置，真
正做到了加量不加价，以更高的品价
比，带来更优质的出行体验。

荣威RX5 MAX在造型设计、动力
系统、驾乘品质等方面拥有全方位硬核
实力，全面满足了用户的需要。荣威
RX5 MAX带来了从上车到驾车全过
程的智能体验，上车时，天眼系统主动
进行人脸识别，轻踩刹车即可启动车
辆；上路后，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一路护
航；驾驶途中，实景驾驶辅助系统2.0令
用户在再复杂的路口都不会转错，最后
配合极具诚意的价格，品价比超高。

传祺新款GA8在近日上市，一
共 4 款车型，售价为 15.68 万—
22.68万元。上周，编辑在广汽传祺
杭州美锦店拍得实车，展车为390T
尊贵版，即17.68万元的次顶配。

初识传祺GA8，给人一种庄严
的感觉。其前脸八边形的中网对
应车名“GA8”，内部采用五横条设
计，两边的LED前大灯由四个菱形
灯组组成，上方还配置了一条“双
凌刃”日间行车灯，整体视觉效果
十分具有冲击力。车尾角度看，尾
灯造型端正，与车头灯相呼应，并
且内灯组颇为精致。设计师采用
了上下共2条镀铬条对尾部进行点
缀，上端一条连接左右尾灯，下端
一条处于排气管上端。

传祺 GA8 的车长为 5003 毫
米，轴距2900毫米，已经达到中大
型车的范畴了，成为用户舒适驾乘
的必要条件。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前排搭配
了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打孔皮革座
椅，支持4向调节头枕和后排4向
睡眠式头枕，驾乘感非常舒适。后
排的腿部空间也很充裕，座椅的填
充很柔软，坐着很舒服，并且椅垫
的长度也足够，即使半躺着，座椅
对腿部的承托依旧比较好。后排
的空调还可以独立控制温度，如果
有商务需求的话，应对商务场合也
没有问题。

自主品牌配置高端化是其竞
争优势，尤其体现在智能互联和科
技上。进入驾驶室，沉稳的豪华气
质扑面而来。全液晶仪表+大尺寸
中控液晶屏组成的连体式设计，显
得高档豪华，界面UI设计精致，分
辨率也足够高。同时，镀铬、钢琴
烤漆等元素的加入，进一步增加该
车的豪华质感。

流行的12.3英寸双屏设计其
中值得一说的是车机系统，车机系
统是广汽传祺和腾讯联合开发的，
该系统集成了包含在线音乐、在线
导航、远程控制、智能家居控制、在
线升级在内的多达15项功能，甚至
还提供了实用的车载版微信。此
外，智能进入/无匙启动、全景天
窗、手机无线充电、360度全景影像
等配置也一应俱全。中控下方的
挡把区域集成了电子挡板、主动安
全、驾驶模式切换等按键，并且挡
把设计成水晶款式，相信会吸引不
少人的喜爱。

编辑点评：很多人看完GA8的
价格会望而却步，因为此价位可以
买到豪华品牌的入门级车型，相信
很多人毫不犹豫选择后者。但仔细
想，GA8定位是C级轿车且是广汽
传祺的旗舰车型，与此竞争的中国
品牌竞品极少，相同的价位，尺寸以
大打小，配置以多打少，“田忌赛马”
的策略许是传祺GA8吸引人的点。

伴随着8月的到来，汽车成为移动的避暑工具。如何买中一辆中意的车型，外观、性能、配置都要深入研究。

本期，编辑要为大家“安利”两款新车，且都是家轿，一款是非常受国人喜欢的紧凑级别的家用轿车——2021款雷凌运动版，新车更加运

动，配合10万元出头的起售价，想必后期会是一款紧俏车型。另一款是中大型的高端豪华汽车——传祺GA8，不论是汽车的外观内饰还是

动力性能方面的表现，都非常优越。在各有优势的前提之下，两款新车会是很多车友的“心头好”。

拥有前后独立悬挂，LED自适
应大灯，而且配有最新丰田主动安
全系统，车联网，空间充裕，油耗
低。很多人会想，拥有这些配置的
车，售价起码超出20万元。其实不
然，2021款雷凌185T运动版售价
只要13.68万元就可以轻松拥有以
上配置。

日前，编辑从广汽丰田杭州千
骅店了解到，2021款雷凌运动系列
现在已有实车在店。新款雷凌运动
版的变化在哪里，先一睹为快吧。

运动版雷凌前脸颠覆了人们对
于现款较普通的认知，超大尺寸的
梯形进气格栅采用的是熏黑蜂窝网
格的装饰，使得整个车头部分看上
去气场十足。雾灯区域与中网格栅
形成一体，视觉重心降低，更有战斗
气息。与此同时，丰田LOGO也向
上移至发动机舱盖上，增强前脸整
体性。犀利的LED鹰眼大灯，样式
和现款保持一致，并且有自适应远
近光调节功能，LED大灯亮度高，
夜间行车安全性大大提高。

车尾尾灯中间用熏黑件连接，
整体感很强，有一种贯穿式尾灯的
既视感，与前脸相呼应的同时运动
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

一拉开车门，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红”。没错，新款雷凌运动版，

在内饰上用了大量红色装饰来点
缀。红色代表激情和热血，用它来
体现运动再合适不过了。市面上许
多性能车不也是这么做吗？这次改
款，座椅升级成了打孔真皮座椅，真
心点赞，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实际
乘坐感受，都比原来好很多。

再来说说其他内饰配置变化的
点，新车配备了悬浮式中控屏，运动
版尺寸达到12.1英寸，可以实现语
音控制。另外还将配备丰田最新的
智行安全套装，主要包含：预碰撞安
全系统（带前方行人识别）、动态雷
达巡航控制系统（带多种速度区间
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循迹辅助系
统等，在安全系数上大大提升。后
排增加了可调节的空调出风口和一
个充电接口，这项配置可谓是千呼
万唤始出来。

动力方面，运动版将搭载1.2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
116马力，传动系统与之匹配的是
CVT变速箱。符合国六标准。

编辑点评：总的来说，运动感比
现款视觉效果来得更强烈，会抓住
更多年轻消费者的心。再加上
13.58 万元刚上市的售价，另外，从
展厅了解到，现在购买有 1 万元左
右的优惠，这样算下来，一辆新车落
地价15万元左右，性价比挺高。

2021款丰田雷凌运动版：
用颜值和性能征服年轻消费者

全新传祺GA8豪华品质不负所望

预算15万—20万元 买这两款轿车挺合适

[ ]

荣威RX5系列杭州体验营火热开营

■记者施雅敏

最近萧山的天气，出个门像走进烤箱一样
炙热，天气的热直接导致的是车市的淡。“现在
车市太淡了，客户进店的意愿不大，只有走出
去，参与各种车展、外拓，才能争取到更多的有
效客户。”某自主品牌销售顾问说道。

好在镇街汽车巡展避开了白天的炎热，在
晚上进行展出。本周末（8月7日—9日），从下
午5点开始到晚上8点半，连续3天，义蓬购物
中心将迎来一场夏日专属购车盛宴，近30个主
流汽车品牌将亮相现场，带去这个淡季特有的
优惠。

义蓬市民购车消暑一举两得

“通过镇街巡展这个平台，在当地人气旺的
商场里、广场上，与20几家经销商一起参与夜
展，确实吸引到了很多消费者，我们也因此获得
了很多的潜在客户。”一位合资品牌经销商表
示，往年的义蓬车展，销售顾问都收集了很多有
意向购车的客户，希望今年继续给力。在前几
场车展现场，记者看到众多的消费者都围着一
款车听着销售员的讲解。听完讲解，有几位消
费者还向销售员拿了联系方式。

据新区市民周先生说，他一直都想去看看
凯美瑞，但是工作又比较忙，现在车展就在家
门口，晚饭后刚好带着孩子一起出来散步，消暑
的同时还可以了解到自己喜欢的车型。周先生
说：“每次巡展都能集中近30个汽车品牌，实现
了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赏车的心愿，而且还能
直接试驾，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情。”

此次巡展虽然只是一个小型的夜展，但是
参与展出的经销商都认为，车展既能展示出自
己的车型，也能吸引到部分有购车意向的客户
前来看车，这对车辆的销售十分有利。

订车额外送好礼

为了让新区市民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品牌及
车型，同时，让经销商收集更多的意向客户，本
场义蓬特惠车展将连续举办3天，在每个展位
上，经销商都基本能做到跟展厅一样的一对一
服务，让消费者能更清楚更详细地了解车型。

车展现场，车友除了可以享受优惠的购车
价格，为回馈广大消费者对本报车展的支持，还
能享受丰厚的奖品。

只要在车展现场成功购车的消费者都可凭
订单到主办方处参与抽奖，奖品有微波炉、现金
大红包、健康枕、无线蓝牙音箱等，中奖率百分
之百。据悉，车展每到之处，都能赢得不错的订
单，微波炉、健康枕等奖品都有被抽中，相信接
下来的几场车展，你也会是幸运儿。

如果你想争取更多的优惠，萧山钱塘汽车
会微信为伙伴们开通了提前团购报名通道（报
名方式见下方）。

义蓬车展连办3天
近30个品牌齐上阵

扫一扫二维码并关注，

发送“姓名+联系方式+意向车型”至平台

8月刚到，一汽丰田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
最新销量数据。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一汽丰田销量达7.9万
辆，同比增长40%；1—7月一汽丰田累计销量
达 43 万辆，同比增长 0.8%。分车型来看，

“TNGA三强”之一的卡罗拉依旧是一汽丰田
当之无愧的销量王。数据显示，今年7月卡罗
拉终端销量为32184辆，1—7月的累计销量为
185414辆，值得一提的是，卡罗拉双擎销量甚
至刷新了单月新记录。

此外，凭借着高基因、高颜值、大空间、高配
置等优点赢得市场广泛认可的亚洲龙7月单月
销量为12898辆，前七月累计销量为59416辆。

同为“TNGA三强”的全新RAV4的7月销
量也达到19181辆，1—7月累计销量达98474
辆，稳居国内SUV销量榜前十。

一汽丰田7月销量达7.9万辆

■记者施雅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