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万次想象，不如一次
真正的出发。在宁波，生而
全球、开放互联的高端合资
品牌——领克，携旗下首款
车型01，与来自全球的媒体
一同出发，尽情放肆地感受
驾驭的速度与激情。有人
说，旅途就是人生，每个人都
要 ALL IN（意思：全力出
击）。跟随01即刻出发，去
体验你所经历的，去寻找你
所向往的。在路上，终将遇
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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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车周刊

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

“海定则波宁”，与当代宁
波城市格局相近的城市规格在
唐代早已形成，成为全国最大
的开埠之港。历经1400载春
秋，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
已转变成为长三角南翼的经济
中心，世界第四大的港口城
市。一面是历经千年风霜的江
南水乡甬城，另一面是时尚活
力的国际化都市宁波，历史与
现代的碰撞，不经意间擦出了
对立之美的火花。而这，与领
克01的“都市对立美学”却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

ALL IN，跟随 01一同去
感受。

从酒店出发，在湖光山色
的映衬下，领克01之美浑然天
成。硬朗的车身线条，雕塑质
感的曲面，光影间灵动而不失
优雅，如同一件绝美艺术品，与
江南水乡的韵律一样恬淡自
然。这件艺术品之美，首当其
冲的便是其“都市对立美学”。

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的
200余名设计师组成了领克的
设计团队，其核心成员曾服务
过宾利、阿斯顿马丁、沃尔沃、
捷豹路虎、通用等国际品牌。
为了寻找领克01的设计美学，
他们走遍了伦敦、巴黎、洛杉
矶、东京、悉尼、香港、北京、上
海等城市，从这些国际化超级
都市中人群的生活场景和内心
情感中汲取灵感，在传统与现
代、传承与颠覆、自我与从众、
迷茫与坚定的强烈对比和完美
融合中寻找对品牌价值的表
达，最终开创出“都市对立美
学”这一独具一格的设计语言，
并通过领克01来完美呈现。

对立之美，让美不止于型，
更带来触及心灵的共鸣。现
在，领克01将这一切呈现在你
面前。在它身上，贯穿式的前
脸和细节丰富的前格栅，展现

了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的都市
景观中最为“动情”的时刻，成
就了独一无二的“都市天际”前
脸造型，用最写意的方式勾勒
出黄昏或黎明时分都市天际的
轮廓。而被誉为“北极之光”的
分体式日间行车灯设计，堪称
01前脸部分的点睛之笔，两个
独立且纵置于引擎盖两侧的
LED日间行车灯由北欧城市上
空变幻莫测的极光幻化而成，
生动勾勒出领克品牌独有的家
族式脸谱。令人叫绝的还有

“能量晶体”全LED尾灯，由一
组通透感极强的立方晶体构
成，点亮时晶体就像被注满能
量，昭示着都市年轻态人群时
刻满格的朝气与活力。

为了呈现更加年轻、潮流
和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设计
师打破常规的色彩设计，巧妙
借鉴时尚元素，大量运用“撞色
设计”，勾勒出车身色彩的对立
之美。不仅如此，为满足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领克01还提
供有”纯、型、耀、劲”在内的四
种不同的设计风格，赋予汽车
更加鲜明的个性。其中，纯代
表简单、纯粹，象征追求极简生
活方式的都市人群；型代表内
涵、优雅，完美展现了新时代精
英的优秀特质；耀代表个性、前
卫，象征都市年轻人的外在表
现；劲则代表运动、极限，象征
超级都市中不乏勇于挑战自
我、突破极限的年轻人群。

极速前进，为梦想加速

人生，就是努力奔跑的过
程。纪伯伦说：“只有在被追逐
的时候，你才会快跑。”这样的
追逐，不仅是对手的激励，更是
自我内心的驱动。战胜自己，
你才是人生的王者。

ALL IN，跟随 01一同去
逐梦。

和领克01共同行走的旅
途，风景各异，路况多变，城市

道路、高速公路和乡村道路齐
聚。这种不确定和多样性，正
是人生之路的真实写照。所
幸，有了01的陪伴，更让人敢
于放胆，极速前进。

领克 01搭载VEP4 2.0T
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轻
踩油门，动力来得相当直接，没
有一般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涡轮
迟滞感。当油门稍微加大，车
速迅速提起，并开始涌现出一
股强烈的推背感。这款小口
径、轻量化的涡轮应用，使得
VEP4 2.0T发动机涡轮介入更
早，300N·m 的最大扭矩在
1400转时便轻松实现。整个
加速过程，完全感觉不到涡轮
介入的突兀感或顿挫感，灵敏
平顺让人难以置信。

同时，领克01配备爱信第
三代6速自动变速箱和7DCT
湿式双离合自动变速箱。其中
7DCT变速箱由沃尔沃主导，
吉利和沃尔沃联合开发，采用
静压式湿式双离合器，传递扭
矩大，传递效率可达到 97%。
而爱信第三代6速自动变速箱
则是业界公认最成熟可靠的变
速箱。数据显示，领克01的0-
100km/h 加速成绩最短仅为
7.7秒，这个成绩甚至超过了一
些豪华品牌。

车队行驶过程中，领克01
同级最高标准ACCQA带排队
的自适应巡航系统令人印象深
刻。它能准确判断与前车的距
离，按照设定车速和前车时距，
自动跟车行驶，领克01还可以
在ACC模式下跟停前车，并在
再次起步时自动或一键恢复
ACC跟车状态，而驾驶员只需
控制方向盘即可，这无疑是城
市拥堵路况中最得力的助手。
而在高速路段，01的LDW车
道偏离预警系统和LKA车道
保持辅助系统能有效减少因车
道偏离而造成的风险，让安全
呵护如影随形。

征服，才是人生应有的态度

前行之路绝非一路坦途，
要翻越的又何止一座山丘。对
勇者而言，唯有征服，才是人生
应有的姿态。而在领克01的
字典里，也有着清晰的答案：要
么第一，要么唯一。

ALL IN，跟随 01一同去
征服。

领克 01 最短 7.7 秒的 0-
100km/h加速时间、最短仅为
34 米的 100km/h-0 制动距
离，在同级竞品中进入到了最
优秀阵营。经官方测试，01带
行人识别的AEB主动式紧急
刹车系统能快速识别前方车
辆或行人，避免发生碰撞；在
路况较为复杂的乡村路段中，
01扎实的底盘、优异的转向、
良好的稳定性得到全面释放；
同级领先的通过性，使得01也
得以轻松征服试驾途中的非
铺装路面；此外，得益于同级
领先的四驱系统——博格华
纳第五代智能四驱系统，领克
01在全程试驾中，无惧多路况
挑战，尽显从容。

事实上，作为一款“生而全
球，开放互联”的车型，领克01
的诞生，正是汇聚了世界各地
的顶尖技术力量而成，来自位
于瑞典哥德堡的吉利汽车欧洲
研发中心研发团队，利用全球
资源开发了CMA基础模块架
构，进而才有了领克 01 的诞
生。欧洲技术、欧洲设计、全球
制造、全球销售，这就是领克。

“生而全球、开放互联”的
领克从诞生至今已一年有余，
无论是全球品牌发布或是中国
品牌发布，还是设计品鉴及技
术品鉴，领克01都凭借着自身
的魅力吸引着行业、媒体以及
消费者的一次次关注。而事实
也证明，无论是产品实力还是
价值感知，这一年的期待，都值
得消费者为之All in。(志勇)

既然选择出发
那就ALL IN 2017广州车展，作为东道

主之一的广汽本田又搞事情，这
位“梦想同行者”发布了全新的
品牌形象片，诠释梦想的感染
力，进一步触发梦想者的激情与
共鸣。广汽本田郑衡说“梦想有
大有小，广汽本田希望通过梦想
桥梁与用户沟通，相互激励、感
染，一起走得更远、成就更多。”
字里行间透露着广汽本田对大
梦想的清醒认识与执着追求。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广本人用一
场场漂亮的“战役”大踏步迈进，
而今他们又有新“堡垒”要去攻
克，就是——实现2020年 100
万辆销量目标。

所幸，经历了近年全线产品
的年轻化革新，补齐SUV产品
阵营，引入豪华品牌讴歌，连续
5年的高速增长，广汽本田今年
将在销量上无限接近70万辆，
这让其有了叫板百万的底气。
这底气当然也离不开全体系化
升级的成效初显。

2017广州车展以“新科技，
新生活”为主题，与展会主题不
谋而合的是，广汽本田发布全新
品牌形象片“梦想的感染力”，并
大胆尝试由一支90后员工团队
发布新飞度及新派生车型潮跑
版、潮跑+版。在发布会现场的
种种年轻化方式，让公众感受到
的是前所未有的新鲜气息与活

力。事实上，这已不是广汽本田
首场让人有“全身被激活”这种
感觉的发布会。

2016年的广汽本田品牌之
夜，彼时已在缤智、全新锋范身
上找到市场年轻化、潮派脉搏的
广汽本田宣布“让梦走得更远”
的品牌口号，探本溯源，启迪未
来。以现在的眼光看，新的品牌
口号，只是广汽本田营销革新的
起点；之后短短的一年半，广汽
本田通过形式多样的体验式营
销，打造出从雅阁、冠道到缤智、
飞度的多层次年轻潮酷形象，
2017 广本之夜将主题升级为

“有梦当燃”，而此次广州车展则
是为“梦想同行者”的角色定位
注入探索者精神。渐次深挖梦
想的力量，传播全新的品牌理
念，展现出企业自内而外源源不
断的年轻动力与鲜活魅力，这确
实不管是对消费者还是对整个
车市，都具有感染力。

梦想，是本田宗一郎创办本
田技研的原点，也是本田品牌的
起点，从无到有，从小企业发展
成世界一流汽车品牌。可见，梦
想的力量无限量之大，广汽本田
将本田创始人的“梦”进一步发
扬光大，对这个企业而言，梦想
的力量自来存在，如今得到全面
激活，可以预见这能量之巨大，
前景无限可能。 （志勇）

全面年轻化
广汽以梦想为源点

12月 5日，国能新能源汽
车有限责任公司位于天津滨海
高新区的工厂正式落成，并将
开始试生产。项目工厂位于天
津滨海高新区未来科技城南
区。建设包括研发中心、四大
工艺车间和成品车停车场，总
占地面积716亩。此外，首款
纯电动汽车NEVS 9-3EV首
次亮相，该车计划于2018年6

月正式量产下线。
此前NEVS曾在上海CES

上发布两款基于凤凰平台打造
的概念车，二者同为纯电动车
型，其中今日亮相的9-3EV就
是此前9-3 Concept 概念车
的量产版，不过该车从造型上
看依旧保持了末代萨博9-3的
整体造型，仅针对外观进行了
部分新能源修饰，包括全新的

LED日间行车灯，但整体看来
依旧具有一定的时代感。该车
暂定2018年8月份左右上市，
主要目标是与共享出行提供商
合作。

其中内饰风格上，新车也
保持了萨博9-3的整体造型，
但针对仪表盘、中控显示屏、换
挡杆机芯了重新设计，其中全
液晶仪表盘的应用使得新车看
起来多了几分科技感，除此之
外像空调出风口等细节设计均
与萨博9-3一致。动力方面，
本次发布会上官方暂未公布这
款产品的具体动力细节，但可
以肯定的是，作为一款纯电动
产品，其必须满足当下逐步严
苛的新能源法规，在续航里程
上有一定提升才能享受更多的
新能源补贴。

据悉，国能汽车技术研发
中心具备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
件、子系统和整车的设计验证
能力。设计验证和试验研发设
备有整车电子、整车环境仓、电
机测控机台架、电池单体测试
台、电池模组测试台、电池包测
试台及测试环境仓、整车控制
器HIL及电池管理系统HIL测

试台架、基于Matlab Simu-
link模型的控制器开发平台及
一键式编译和控制器自动刷写
平台、零部件级EMC/EMI试
验间，能满足纯电动车设计验
证基本要求。拥有完整的整车
试制能力，能进行车身的焊接、
车身涂装以及总装。

国能电动汽车瑞典公司是
总部在香港的国家现代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
是在2012年为收购萨博汽车
公司技术和资产而成立的。
2012年8月31日，NEVS完成
对萨博汽车有限公司、萨博汽
车动力总成有限公司、萨博汽
车模具有限公司资产的收购，
包括萨博新型9-3与凤凰平台
的全部知识产权、工装模具、工
厂以及测试和试验设备。其还
与萨博公司就在全球范围共同
使用萨博品牌达成许可协议。

国家现代能源控股有限公
司曾与日本合作在北京成立
了动力电池研发生产企业
——国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
该公司与NEVS一起构成了国
能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链上下
游的链条。 （乔安妮）

SAAB归来？NEVS 9-3EV首次亮相

NEVSNEVS 99--33EVEV

领克领克0101

12月 1日，奥德赛超级辣
爸型尚秀专场在《天天向上》播
出，明星辣爸、模特辣爸、跑酷辣
爸同台竞技，逗趣演绎带娃环
节、积极共享带娃辣招，为众粉
带来了一次火花四溅、爆笑十足
的辣招比拼之旅。集颜值、品
位、才智于一身的全享型座驾奥
德赛，则全程为辣爸们的睿智精
彩表现打call。

何谓“辣爸”？颜值辣？身材
辣？态度辣？型格美男吴尊、型
格猛男刘畊宏和型格酷男郭京飞
现身奥德赛《天天向上》超级辣爸
专场，生动诠释他们对于“辣爸”
内涵的理解。身为型格辣爸，不
仅要颜值满分，更拥有健康的体
魄与无敌超人神力，才能给予孩
子十足的安全感。三位明星辣爸
在节目设置的“拼神力”环节，不
仅展现了长期锻炼的成果，引发
现场高分贝粉丝“尖叫”，更认真
分享了长期锻炼的心得与感受，
满满正能量夺屏而出。

近年，国内MPV市场尚处
于成长培育阶段，不少MPV车
型仍聚焦强调产品优势，而奥德
赛以品位营销沟通为策略，与多
档时下热门栏目合作，持续激发
目标受众共鸣，塑造出区隔于竞
品“单纯强调产品功能性”的差
异化品牌竞争力，并取得不错的
市场效果。

某车评人表示：“奥德赛进
入中国市场已有15年了，历经

3代，始终保持时尚有型的气
质，正如我们这种不希望被贴上

‘油腻’便签的中年人，既要稳重
可靠，又要保持对外界事物积极
探索、敢于拼搏的精神，才能在
事业与家庭两种模式下自如切
换，这是我认为辣爸应该要有的
态度。”

正如上文媒体所述，奥德赛
是最早引进中国的MPV品牌
之一。2014年，第五代奥德赛
上市，逐步树立起国内MPV市
场全新价值标杆，开启国内市场
MPV全享时代，成为注重商务
居家性能消费者的首选车型。

新锐外观方面，第五代奥德
赛 以 具 有 冲 击 力 的“Solid
Streamline”为外观设计理念，
豪华大气的专属运动大包围、动
感活力的专有前格栅以及时尚
与实用兼具的镀铬前雾灯，传递
出“MPV也能运动”的全新潮
流气息；在空间上的升级则无不
彰显产品顾家体贴的另一面，营
造的全享空间配上细腻材质，第
二排航空座椅、双侧电动滑动门
和超低地台设计，为乘车与载物
注入科技人性化元素。

有颜值，有关怀，更有实力，
这才配得上辣爸专属座驾的头
衔。搭载地球梦科技动力总成，
配上无级变速、Idle-stop发动
机节能自动启停系统，实现奥德
赛综合工况油耗低至 7.8L/
100km。 （文俊）

奥德赛打造辣爸专场
揭秘型格辣招

新飞度登场新飞度登场

全新奥德赛全新奥德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