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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克汽车变身新合资品牌
月 号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 吉利汽车
控股有限公司 沃尔沃汽车集团在吉利汽车
杭州湾研发中心正式签 署协议 成立领克
汽车合资公司 新公司成立后 吉利汽车将
的股份 沃尔沃汽车拥
拥有领克汽车
的股份 吉利控股集团拥有
的
有
股份 据了解 新公司将在整车架构技 术
高效清洁动力总成等领域实现技术共享与
零部件联合采购 开发下一代纯电动汽车
平台技术

卡罗拉打造车主专属节日
月 日
让幸福盛放
暨卡罗拉俱乐部 周年盛典 在上海举
行
活动现场 一汽丰田呈现了卡罗拉 家
族 外观内饰焕然一新的全新卡罗拉涡轮增
压车型 定位于 高一级别 的卡罗拉双擎
以及延续经典的卡罗拉
车型 并为到场
的车主家庭安排了试驾体验 亲子乐园等丰
多家经销店也
富项目 此外 一汽丰田
让更多无法亲
在当天欢庆
临现场的卡罗拉用户同享这个全国车主的
节日
为了庆祝卡罗拉俱乐部成立 周年 一
汽丰田特别在 月初启动了 为幸福代言
线上幸福家庭评选活动 在众多卡罗拉车主
中 经过海选脱颖而出的冠军家庭 也来到
了盛典现场 与广大车主们分享了生活中有
卡罗拉相伴的幸福时刻 而 我们相爱吧 节
目嘉宾吴昕的到来 更成为此次盛典活动的
一大惊喜 今年 月上市的全新卡罗拉 凭
借高颜值的外观设计 宽敞舒适的空间 畅
快的驾驶体验和丰富的安全配置 成为 我
们相爱吧 官方指定的 幸福专驾 将卡罗
拉家族的浪漫气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据介绍 卡罗拉全球销量超过
万
在中国也获得了
万国内车主的信赖 这
些车主正是卡罗拉强大的粉丝基础 让车主
们享受到更精彩的汽车生活 一直是一汽丰
年正
田思考的重点 为此 一汽丰田于
式成立了卡罗拉俱乐部 并每年举办
让广大车主感受到了卡罗
拉品牌带来的归属感 截至目前 卡罗拉俱
万人 周 侃
乐部的会员人数已经达到

年 月 日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以
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福特旗下豪华品
牌沃尔沃的收购 在这七年里 对于吉利而
言可谓是脱胎换骨 从造车理念 研发技术
品牌影响力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突飞猛进
时代产品推出之后 吉利
的成长 尤其在
一跃成为了中国自主品牌的新高度 这背后
离不开沃尔沃的反哺 反观沃尔沃 尽管当
下还未能跻身一线豪华品牌阵营 但是相比
当年在福特手里的境况 如今的沃尔沃已经
好过太多
领克汽车在沃尔沃入股之前 是吉利针

对全球都市消费群体开发的自主高端品牌
其推出完善了吉利控股旗下的品牌组合和
市场区间的覆盖
今年 月上海车展前夕 领克品牌亮相
准量产车和
概念
中国市场 旗下领克
量产车型预计于今年第四季
车同步推出
度在中国率先上市
据悉 领克品牌源自沃尔沃汽车主导
沃尔沃汽车与吉利汽 车联合开发的全新
基础模块架构
具有极强的灵活
性和可延展性 适用于多种车身形式和 尺
寸 兼容多种动力总成 带来兼顾操控性和

舒适性的完美驾乘体验 沃尔沃汽车将基于
开发全新一代
系列产品 未来领克品
牌也将获得来自沃尔沃技术和商业的支持 包
平台和动力总成
括
目前 领克汽车销售公司已经 成立 渠道
建设工作已全面展开 并创新建立了 领克空
间 和 领克中心 模式互为补充 领克空间在
都市大型商业中心提供展示 销售功能 具有
更好的引流和扩大品牌知名度的功能 领克中
店
心具备展示 销售 售后服务等传统汽车
家规模 覆盖主
的功能 预计今年底形成
要消费市场

一汽丰田夺 CTCC 上海站冠军
月 日
年
中国房车锦标
赛结束了第五站上海嘉定站的比赛 经过激
车队在群雄逐
烈的鏖战 一汽丰田威驰
赛场上取得了第二回合 厂商杯
鹿的
冠军的战绩 更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场精
彩绝伦的比赛
在本次嘉定站的比赛中 面临高温 赛
车队一路披荆斩棘 凭
道复杂多变 威驰
借稳定的发挥成为赛道上熠熠上升的明星
最终 崔岳赢得了上午第一回合的比赛的亚
军 夏禹赢得了下午第二回合比赛的冠军
而威驰
车队也以优异的表现赢得了宝贵

的积分 为嘉定站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为目前国内最顶级的汽车赛事
是检验各大品牌主流车型的性能和品
赛场上
质的实验场 在竞争激烈的
一汽丰田威驰
车队一走路来的拼搏进
无所畏 更有趣 的品
取 也突显了威驰
采用
新锐锋利
牌精神 威驰
的设计风格 彰显了个性 运动的气质 堪称
和
同级别中的颜值担当 动力方面
两款发动机均配备双
可变气门
或 速
超智能
正时技术 匹配
无极变速箱 不仅动力充沛 富有驾驶乐趣

最为严峻的困难 一起摆在了车队面前 但
是车队和车手对全新福特福克斯两厢赛车
升
充满了信心 赛车搭载全新升级的
发动机不仅充分显示了 长安福特
的先进技术 更在专业的调校下 拥有了赛
车级动力 在车速提升等方面起到了关键核
心作用
挑战上海国际赛车场的高速赛道 除了
是赛车动力的比拼以外 更是对车手驾驶技
术的考验 车手需要有超强的驾驶技术能力
来确保自己的赛车一直能够发挥优势并取
得比赛胜利 长安福特车队受制于车 重困

月 日 捷豹英仕挑战赛
决战无限弯
道 试驾体验活动在上海世博园赛车场正式开启
这是继去年首届英仕挑战赛后 捷豹再次为公众带
来的极具感官刺激的试驾体验
挑战赛特别设立了激动人心的动态试驾项目
为选手们带来极致动感体验 本站活动中 上海世
博园赛车场丰富的动态试驾环节 带来紧张刺激的
竞技挑战 选手们需以最短的时间 最佳的技巧 征
服弯道并同时闪躲桩桶 隔离墩 障碍墙等障碍物
惊险刺激的场景令每一位热爱驾驶的选手沉醉其
中 尽情感受由极致操控带来的超凡魅力 本届挑
战赛还别具一格地采用了 两人一组 的竞赛形式
既考验了拍档间的默契 又为紧张的比赛增添了更
多的未知和精彩
堪称激烈的挑战赛不仅考验了选手的驾驶水
平 更对车辆的性能提出了挑战 而捷豹全系车型
在本站活动中均展现出超凡实力 助选手们完成每
应
一项高难度的竞技 其中 新一代捷豹
用了捷豹先进的适时扭矩管理四驱系统及智能驱
将后驱操控性 灵敏转向体验以
动动力系统
及更强牵引力所带来的性能优势精妙结合 此外
捷豹
的出场亦带来出众的表现 跑车级的悬挂
以及全铝车身架构 令这款超长轴距的中大型豪华
豪华轿车
轿车灵动 随心 与此同时 四门轿跑
以及捷豹跑车
同样大放异彩
在未来的五个月中 全国各主要城市的消费者
将通过这一激情盛会 感受捷豹全系车型带来的极
致 豹 力快感 更有机会直面挑战勒芒冠军车手董
花思宇
荷斌 开启无限弯道的巅峰对决

2017 华夏赛车大奖赛启动
也实现了更高的燃油经济性 安全配置上 威
全系标配
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
驰
牵引力控制系统
刹车辅助功能
车身技术等主被动安全防御 为驾乘者带来周
雪 娇
到的安全保障

长安福特征战 CTCC 上海站
月 日 在
年
中国房车锦
标赛上海站比赛中 长安福特车队表现出色
位居超级杯组厂商杯积分榜第 名
长安福特车队今年半程成绩表现亮眼
不仅高居车队积分榜榜首 曹宏炜还占据了
车手积分榜首位 根据比赛规则在第四站佘
山站结束之后 长安福特赛车已加重至
公斤 比对手足足重了
公斤 同时也是整
个比赛中最重的车队 而上海国际赛车场赛
中挑战最大的赛道之一 其中两
道是
条大直道赛道的直线竞速对赛车的动力考
验更为严苛 高速和加重 两个对动力考验

日 星期三

捷豹挑战赛在沪开启

吉利沃尔沃正式入股领克汽车

丁延吉

月

境 四台赛车两个回合均从后段发车 车手们
在比赛中不畏重重困难 积极向前赶超对手
特别是年轻车手曹宏炜表现突出两个回合均
获得到积分 何晓乐与甄卓伟也发挥稳定 为
黄琬紫
车队贡献了重要的积分

月 日
华夏赛车大奖赛 华夏杯 正
月在浙
式启动 今年共设 站比赛 第一站将于
江绍兴国际赛车场进行 随后移师浙江宁波国际赛
月登
车场进行第二 三站的比赛 最后一站将于
陆澳门东望洋赛道
今年华夏杯在赛制的制定上也推陈出新 将新
支城市代表
增设城市队和媒体队两个组别 以
队为纽带 通过文化的融入及更多入门级赛车知识
的普及 加强与普通观众的沟通
华夏杯比赛用车北汽绅宝全新
此次
作为北汽绅宝新一代产品
也首次亮相 全新
将在全新
平台上打造而来 其特点是以
人性智慧 为核心理念 依托
造型设计语
的智能技术 全面开启未来的智车
言
生活 将在造车理念 设计语言 驾控体验 智联交
赛
互 动力系统五个方面实现全面进化 全新
国际性房车赛事规格 技术规
车将严格按照
国际注册 这是中国品牌第一款
则改装 并在
赛车
目前 北京汽车强势出征多项顶级赛事 惊艳
在环塔拉力
亮相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
赛和丝绸之路来说上接连创造历史 在今年举办的
赛季
的五场战斗中 北汽绅宝数传捷
晓 林
报 战绩也稳步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