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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OPQR 作为年度的全国
汽车挑战赛之一!!"#$雅力士全国挑
战赛%月启动至今! 已经获得了公众
较高的关注度"在经过广州站高难度
绕桩赛的极限洗礼之后!雅力士已经
展示出卓越不俗的#赛车性能$%而此
次成都站则是!&$$雅力士全国挑战
赛的第二站! 吸引了逾!&&名车手报
名参与! 而最终入围的'&名选手于(

月!#号!在摩尔国际赛道上演了一场
精彩的赛道计时战!角逐出成都分站
赛冠军"

此次!&##雅力士全国挑战赛成
都站的比赛主题为&赛道计时$!区别
于常规的计时项目的是!本次比赛的
赛道更具多样化!由直线加速'正反
向)形穿桩' 连续发夹弯以及紧急刹
车变线等环节构成!更加考验雅力士
在动力'操控等方面的综合性能" 雅
力士配备的*+)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能让选手精准地判断车子的走向!而
且方向盘力度适中转向也很灵活"同
时!雅力士前麦弗逊后扭力梁的悬挂
系统!能够在过弯时通过结构的反向
弹力来控制车身平稳' 减小侧倾!同
时也具有整体桥式悬挂不具备的舒
适性"

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一名来
自成都本地的选手严徐楷以%,秒!!

的总成绩获得了本次!"$$雅力士全
国挑战赛成都站的冠军!赢得了主办
方送出的-./0大奖! 在今年年底!他
也将亲赴广州参加广汽丰田文化体
验之旅!并参与盛大的挑战赛颁奖典
礼"

据主办方介绍!!&$$雅力士全国
挑战赛共分为1站! 成都是继广州之
后的第二站!在,月中下旬!挑战赛还
将登陆天津! 进行同样精彩刺激的
&小型拉力赛$" 主办方还表示!有意
向参加比赛的车友可以留意当地媒
体的相关招募信息!同时!全国区域
的参赛者也可通过广汽丰田销售店
了解相关活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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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世界顶级
奢华品牌捷豹在海
南三亚隆重举办
&眼界(成就$)))

捷豹23全景商务版
创世全国上市首发
晚宴及试驾体验活
动% 在为期多天的
活动中! 全国各类
媒体' 社会名流以及各界领袖不仅赏
鉴了捷豹23全景商务版的优雅大器'

前瞻科技和精湛工艺! 也首次在国内
亲身驾驭了这款为中国市场专属订制
的新款车型! 真实感受到捷豹一贯以
来积极提倡的高品质生活方式和奢华
驾乘享受! 开启了全新奢华商务座驾
新境界% 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先
生更是亲临现场! 为捷豹23全景商务
版的成功发布奏响了璀璨乐章% 捷豹
品牌的独特魅力与国际知名艺术家的
生动演绎完美融合! 也为本次活动献
上了一份视听饕餮盛宴%

沿袭了捷豹尊贵血统的非凡传奇!全
新捷豹23全景商务版自!&##年上海国际
汽车展亮相后便深受媒体和消费者关注%

在本次精心设计的各环节体验活动中!凭
借其在风范设计!致奢工艺和尖端科技上
展现的强劲实力!该款新车给现场嘉宾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一部为拥有前瞻智
慧'坚持不懈'并有勇知方的中国商界新
贵应运而生的非凡座驾!此次新车的试驾
体验活动为广大消费者!尤其是成功商务
俊杰呈现了前所未有的感官盛宴!也令众
人进一步感受到捷豹品牌在奢尚商务领
域中的非凡眼界% 全新捷豹23全景商务
版!售价为人民币4,56万元%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引领1,

年奢华风潮的捷豹
品牌! 致力于将卓
越驾乘和尖端科技
完美融合! 缔造无
与伦比的奢尚风
范%如今!捷豹23全
景商务版的诞生将
为资质禀赋' 眼界
超群的中国商界新
贵们在问鼎成就之

巅的旅途中! 拥享更加非凡的尊崇体
验!一步步打造专属成就% $捷豹路虎
中国总裁高博先生补充道*&目前!中
国已经成为捷豹品牌的全球第三大市
场! 我们有理由相信此次23全景商务
版的推出将为捷豹在中国的高速发展
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

在整个试驾过程中! 嘉宾们深刻
感受到23全景商务版出众又兼具经济
性的动力性能% 搭载了'5&升7,汽油发
动机和全电子控制六速变速系统!且
针对中国道路地形特别配置了最适化
悬挂设定!'5&升发动机和变速箱最大
功率可达#1(千瓦!最大输出扭矩可达
!4'牛米!最高时速可达!(&公里8小时%

作为有着1,年汽车制造传奇的顶
级奢华品牌! 捷豹始终致力于满足新
睿名仕追求奢尚潮流和独到品味的需
求%从令世人赞叹不已的29$!&到将航
天动力学原理发挥极致的:;<=.>+从
被法拉利创始人*?@A B>CC/C-称为史上
最漂亮汽车的*;<=.>到深受伊丽莎白
二世青睐的D/CE !+ 从曾经最快的量
产车23$!到如今为商务人士全新打造
的23% 此次!捷豹欲再度凭借完美造车
理念脱颖而出! 彰显对中国市场的强
烈信心! 致力于为中国高端消费者带
来顶级奢华体验%

MNOPQR 刚刚落下帷幕的上
海车展再刮起一股绿色环保风!众多车
企在车展上发布环保战略!展示新能源
技术与产品!这表明在气候环境日益恶
化的当下!汽车厂商越来越重视环境保
护及可持续发展% 据悉!东风FA?0/近
日启动了&携手绿色,油,礼有您$的大
型环保行动!不仅全系车型都有环保礼
品回馈消费者!还将开展大型环保行动
&穿越风沙线之旅$活动!唤起社会公众
对沙漠化的关注%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沙进人退$

的现象日益严重! 沙漠化已成为当今
世界环境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 &在中
国!4&年代以来沙漠化以每年!%,&平
方公里的速度蔓延! 现今整个北方沙
漠化土地面积已超过'(万平方公里% $

一位内蒙古的治沙专家对记者说!&面

对这种状况! 国家采取各项措施治理
沙漠! 很多企业也都持续关注风沙线
上的生态问题并付诸行动! 让荒漠变
美景的例子越来越多!近几年!内蒙古
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实现持续 &双
减少$!昔日&风沙之源$的内蒙古正在
不断变绿! 中国北方绿色生态屏障正
在筑起% $

东风FA?0/本次&携手绿色,油,礼有
您$ 大型环保行动! 就是从环保理念出
发!提高人们日常的环保意识!激励人们
积极参加绿色环保活动!在(;,月活动期
间试驾东风FA?0/旗下任一车型均有好
礼相送 !!"#$%&'()*"#

(月#

日),月#(日订购思铂睿的客户还有机
会与东风FA?0/一起&穿越风沙线$!探访
风沙线上的沙漠与绿洲! 寻秘风沙线上
最美的风景!并为风沙线植上环保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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