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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速递闻

斯柯达明锐

明锐内敛大气的外观风格和自然
朴实的内饰设计简直就是为公务员量
身打造的， 既能满足工作所需的正统
和严谨， 也能达到家庭需要的实用和
温馨， 扎实的多连杆后悬架、6 挡手自
一体变速器、1.8T 的发动机让它同时
拥有良好的动力与操控， 空间上也毫
不吃亏。

明锐源自大众 PQ35平台，是斯柯
达品牌与上海大众联姻后推出的第一
款车。明锐代表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汽
车生产技术，其领先的 Can-bus 全车
信息控制网络、出色的底盘四轮独立悬
挂系统， 为明锐提供了最佳的性能保
证，同时高品质、顶尖工艺等德国造车
基因在明锐身上也得到了很好的传承。

新帕萨特

新帕萨特在外观设计上完全颠覆
了老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其前脸和尾部
造型已完全采用了大众最新的家族式
设计，横拉式进气格栅和平直的侧面腰
线体现了其低调稳重的商务风格。内饰
方面，作为顶配车型，帕萨特提供了全
黑色、 棕色和米色三种内饰配色可选，
并加入了大面积的仿桃木装饰。

帕萨特这个名字在国内公务员心
中有着较高的知名度， 新帕萨特依然
保持了沉稳大气的商务形象， 而且更
多豪华配置的加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
升了整体性价比。 其六缸发动机和双
离合变速箱的搭配不仅带来了更出色
的动力表现， 也满足了公务员对于高
配置和舒适性的需求。

标致 508

� � � � 508的外观不同于德系轿车的严谨
与中庸， 而是充满了法式的浪漫情怀。
508的设计灵感来自北欧冰原， 狮吼前
脸、 狮爪尾灯等带有标致美学文化的感
性设计打动了诸多品味脱俗不凡的年轻
成功者， 符合中国审美标准的双排气管
构造、点缀恰到好处的镀铬装饰，还赢得
了很多政界、商界要人的青睐。

东风标致 508 采用了深、 浅两种
颜色的内饰配色方案， 整体内饰造型
偏重于中庸的主流设计， 但内饰的做
工及用料的选择都达到了高级车的标
准。 东风标致 508 采用多连杆式独立
后悬， 在 B 级车中其操控表现值得信
赖， 在神龙第二工厂生产的国产标致
508，品质上将不输欧洲版车型。

日产天籁

天籁前脸的变化集中在保险杠上，
保险杠下方的辅助进气口被设计成倒
梯型，与上进气口造型形成对应。 雾灯
组周围镶以镀铬装饰，配合大面积的镀
铬进气口，整个前脸更显豪华气质。

内部空间高雅现代， 采用红枫特
有纹理的木纹饰板， 令车内空间洋溢
简洁利落的现代设计风格， 散发出天
籁般的高雅气息。 橄榄球形仪表台，浑
圆大方空间感倍增， 内嵌的星光式自
发光仪表盘， 简洁典雅更显高档车的
华贵。 航空式中控台向外延伸，简洁流
畅，充分考量操作便利性，所有控制触
手可及。 呼应全车木纹装饰的阶梯式
挡杆导轨与精心设计的挡杆完美搭
配，散发出浓厚的儒雅之风。

据悉，最近，美国飞行汽车 Terrafugia 公司
创始人 Carl 继今年 3 月份以后第二次造访中国。

5 年前， 在美国成功实现首飞的世界首辆飞
行汽车正是 Carl 公司生产的第一代产品 Tran-
sition，降落后，只需按一下按钮就可将机翼折叠，
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这项一度让世界为之沸腾的
研发而今已通过美国交通管理局审批，可上路、可
飞行。 Carl 也因此收获了近 100 架订单，并即将
在 2016 年实现量产和首架交付， 这也正是 Carl
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

据了解， 飞行汽车实际已经存在近 100 年。
1917 年，飞行汽车之父格寇蒂斯第一次向人们展
示了飞行汽车这种新型交通工具， 但直到 2006
年，Carl 正式成立 Terrafugia 公司， 才使得飞行
汽车的制造、销售和使用都成为可能。

Carl认为，虽然飞行汽车的短期市场在美国，
但长远来说，中国的城市雾霾、堵车等问题，都将
会是飞行汽车的机会。 “很多时候只有让大家离
开地面进入天空才会解决交通堵塞的问题。 ”

“买主只需拥有飞行员执照并通过 20 小时
的飞行测试，同时不需要航空体检，只要驾车体检
通过就可以上路。”Carl说。而这一标准在中国民
航局也正在制定之中，不过，要求最低飞行时间为
30 小时，在体检上可能更为严格，目前还没有正
式发布。

第一代飞行汽车的平均售价在 30 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 187 万元） 左右， 目前已有超过
3000 万美元的订单，购买者中，非飞行员占到了
24%。 就使用成本而言，Carl表示，目前是每小时
40 美元， 其中 20 美元是油钱，12 美元是发动机
保养维修预留的成本， 另外 8 美元是年检等其他
总费用。

据 Carl 透露，公司第二代可垂直起降的飞行
汽车“TF-X”也正在研发之中，可垂直起降，不
需要滑道， 预计需要 8~12 年的时间才可以真正
实现量产销售。

公务员购车看过来
6月 27-29日 海口会展中心（万绿园旁） 飞行汽车寻机中国六月是各大汽车品

牌经销商冲量让利的时
节， 无论是单位还是个
人，选择在六月购车绝对
是明智之举 。 6 月 27-
29 日， 海报集团六月惠
民车展即将盛大开展，对
爱车和购车族而言，这是
一场不容错过的购车盛
宴。

面临公务用车改革，
公车的选择将更加慎重，
无论是价位、外观还是车
辆性能，都不容小视。 对
于单位而言，合适的公务
用车可以彰显良好的企
业形象， 对于公务员而
言，车型选择要兼顾工作
和家庭的需求。六月惠民
车展为公务员选车、购车
提供了便利，各大品牌车
商纷纷准备了购车豪礼，
公务员于展会现场购车
成功，即有机会获赠购车
大礼包。本期汽车周刊推
荐的几款公务用车，沉稳
大气又不失实用温馨。

投石问路

最近， 中机车辆服务中心发布了
《关于新能源汽车产品申报公告运行
区域进行调整的通知》。 其中提到：按
照工信部产业政策司的要求， 对于属
于发展期、成熟期的新能源汽车产品，
在申报公告时， 不再要求在公告参数
“其他” 栏中注明示范运行区域及提
供产品示范运行区域。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中机车辆
服务中心是国家发改委车辆生产企业
及产品公告管理的技术支撑机构，承
担了新能源汽车在上目录前的技术认

定与认证的任务。 这次调整可以视作
发改委为配合新能源汽车发展调整方
向、改变政策的信号，也是新能源汽车
全国范围补贴政策正式发布的 “问路
石”。

信号频频

近期， 中央高层在公开场合对发
展新能源汽车路线频频亮出明确态
度。 今年一季度，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更
是两次赴深圳调研新能源汽车产业，
并明确向地方政府喊话：“下一步发展
新能源汽车的重点之一要坚决破除地
方保护”。

在中央新能源汽车联席会议中，首
次把住建部、能源局、发改委、工信部、
国土部、交通部、科技部等部门均纳入
其中并分别分配了任务。这意味着在政
策调整的背景之下，政府对于新能源的
重视正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伴随着
决策层对新能源汽车的支持和肯定，中
央和地方都在积极推动新能源汽车的
支持政策加速落地。 在这样的利好之
下，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最大壁垒———地
方保护正变得摇摇欲坠。

力克顽症

一直以来， 新能源汽车支持政策

与市场规模化这个 “先有鸡还是先有
蛋” 的问题严重束缚了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手脚。 一些示范推广试点城市推
出的地方准入标准成为了部分新能源
车型不可逾越的“隐形门槛”，严重阻
碍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尤
其是以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为
代表的城市， 都在不同程度上设置地
方目录形式， 而参考依据则包括是否
在当地建厂、 百公里耗电量以及续航
里程等， 以此来抬高外地品牌新能源
汽车的准入门槛。 例如，北京将插电式
强混放在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目录以
外，表明其不鼓励插电式强混技术。

一旦工信部宣布取消地方目录，

上述很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根据近
来各个城市发布的新能源补贴政策来
看， 除了设立了各自的新能源汽车推
广目标以及补贴标准外， 相关配套设
施以及号牌政策等分别被囊括进来，
落地性十分强。 ”有关分析人士认为，
相关部门正在新能源汽车使用相关配
套设施以及终端市场等多方面发力，
以确保新能源汽车使用的 “最后一公
里”落到实处。

横亘在新能源汽车与消费者之间
的“天花板”已现裂缝，一旦围绕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 城市配套等领域的政
策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这块“天花板”
将有望被彻底捅破。

新能源汽车地方保护将打破 多部委力克顽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