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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消费者在购车前会充分
了解、比较目标车型的空间、配置
和动力等相关信息，准车主们对
车辆内在的要求越来越高，使得
“外观” 似乎已不再是影响购车
决定的首要因素。然而，全新雷凌
不仅有精致优雅的“面子”，更有
赢得人心的“里子”。全新雷凌经
过TNGA的彻底革新已经脱胎换
骨，它几乎复制了第八代凯美瑞
所有的高价值配置和硬核技术，

以及准自动驾驶带来的智能化、
网联化体验，从而满足新生代对
高价值和个性化产品的需求。
内饰空间部分，既有分层的
中控台设计，又有悬浮式的仪表
盘，简洁清爽的同时让功能区分
布更加合理、集中，也大幅提升了
驾驶中操作的便利性。而最让记
者喜欢的，是它将表盘与宽敞的
中控台和门饰连成一线，不但提
供更宽广的前排空间，而且无形
中创造了更加宽敞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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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1月15日，新宝骏
RS-3上市发布会在湾悦城中庭
举行，
售价7.
18万元-8.
98万元。
作为新宝骏旗下的第四款车
型，新宝骏RS-3一经上市便搭
载了迭代后的新宝骏车联网，新
版本车联网将刷新你对智能汽
车的想象。外观上，
RS-3继承了
新宝骏系列“星际几何”的设计
语言，整车充满活力，三段式腰

线突出了车型的 “肌肉感”。内
饰采用纯黑配色彰显运动气息，
10.
25英寸中控大屏配备了可支
持声控收发微信、
长段语音可瞬
间转化成文字等功能，智能又便
捷。此外，
RS-3在动力上提供了
型号为L2B的1.
5L自然吸气发动
机和245T的1.
2T发动机，
最大功
率分别为77kW和96kW，传动
系统匹配6MT和CVT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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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近日，由厦门宏源
发吉利4S店主办的 “吉利嘉际
媒体试驾会”于环岛路举行。
作为吉利汽车旗下首款战略
MPV，
嘉际采用了三种座椅模式
布局，分别为“2+2+2
”六座 布

局 、“2+2+3
” 七座布局和
“2+3+2
”七座布局。动力方面，
新车搭载1
.
5T缸内直喷涡轮增压
发动机。轻混版最大功率可达
140kW，
匹配7速双离合变速器；
插混版最大功率可达190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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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1月24日，厦门惠
胜吉利汽车4S店开业庆典隆重
举行，新店位于同安区洪塘路
757号-1。
厦门惠胜吉利汽车4S店是
吉利汽车最新标准、最新3.
0形

象的售前售后服务一体的4S店，
硬件配套设施齐全，
环境好。
新店现有各种热销车型，
有时尚的星越、销冠王博越、帝
豪、远景、缤越S1、博瑞以及刚
上市的博越PRO等。

在试驾过程中，记者对全新
换代雷凌搭载丰田最新的Toyot
a
Saf
et
ySens
e智行安全 （丰田规
避碰撞辅助套装）很感兴趣。这套
先进的安全系统，可实现准L2级
别自动驾驶，让车辆在驾驶途中
更加智能、
安全。
预碰撞安全系统（PCS）可在
白天识别前方行人和自行车，夜
间识别前方行人。支持时速30公
里以下自动跟随前车轨迹行驶。
新增的LTA车道循迹辅助系统，

是L2自动驾驶级别中的核心功能
之一，当车辆偏离行驶车道时，提
供维持车道的转向操作支持；与
DRCC联动，
使车辆保持在车道中
央，低速时跟随前车轨迹行驶，降
低驾驶员操作负荷。
在试驾过程中印象最深的是
全新雷凌的驾控表现。而这种感
受的来源离不开它对独立悬架的
优化。全新雷凌采用标配的
TNGA-C平台前麦弗逊式独立悬
架以及同级罕见的双叉臂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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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期四天的轩尼诗
V.
S.
O.
P初心周末在厦门磐基名
品中心落幕。最新官宣的轩尼诗
品牌大使李宇春以及美食自媒
体头部 I
P“日食记”、
“脱口秀
男神”庞博、摄影师高源和演员
宋宁峰、
旅行类自媒体“Lul
u的
旅行日记” 主理人 Lul
u、
“西
游”主理人张太宇、厦门薄荷绿
乐队等 8组来自不同领域的意
见领袖，坦诚分享了各自的初心
故事。
除了温暖分享，现场更设置
了丰富有趣的互动体验环节，如
“镜子迷宫”“聆听初心”“一镜
入心”“初心邮局” 等众多体验
更能激发参与者的初心感受。
轩尼诗 V.
S.
O.
P入夜时光酒

吧在音乐中，一杯“入夜时光”
或“入夜时光变奏”鸡尾酒，让
轩 尼 诗 V.
S.
O.
P的 花 果 香 气 萦
绕，酸甜的口感在舌尖舞动，为
初心周末增添了一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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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9-23日，厦
门禹洲温德姆至尊豪廷大酒店作
为第 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
的主要接待酒店，也是明星大咖
和老艺术家“出镜率”最高的地
方之一。其间，
酒店顶层 16楼全
海 景 健 身 房 化 身 为 央 视
CCTV-6电影 频道 在厦 门 开设

的“第 3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 5G
全景直播”直播间。据统计，
23日
当天共有近 200位 金 鸡奖 红毯
明星嘉宾从酒店出发。酒店“如
家人般照顾您”热情贴心的服务
也受到明星贵宾肯定，更收到老
艺术家陶玉玲老师亲手书写的表
扬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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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11月 22日，
厦门惠
胜举行吉利博越 PRO上市发布
会。新车搭载 1.
5T/
1.
8T两款直
喷发动机，共推出 6款车型，价
格 9.
88万元 -15.
68万元。
博越 PRO采用路特斯专业
级底盘调校，轻量化技术，后副
车架采用“保时捷工程”重新设

计，
减重 25%，
优化四轮减震，
提
升抗震性能和 NVH表现。
其搭载的吉利自主开发、
行
业领先的 GKUI 19，拥有最开
放的车机底层架构平台，实现对
话级别的“AI语音交互”。搭载
了行业领先的 L2级智能驾驶系
统，
定义“智能安全”新标准。


!"# 近日，
新四海京 鱼
货发行成为此次金鸡奖官方指定
礼品品牌，将具有鼓浪屿风味的
伴手礼带给来厦贵宾。
扎根鼓浪屿 20余年的新四
海京 鱼货发行，严格把控产品

质量，
精选优质食材，
将老厦门人
从小吃到的味道传承了下来。
“20多年，
一块饼的滋味”，
让无
数游客心心念念，特聘拥有 50
年制饼经验师傅潜心研发，将心
中故乡的味道，
传递到世界各地。

后悬架。从技术上来说，大幅提升
高速过弯的操控稳定性，即使在
绵延曲折的山路上，每一次过弯
都更加从容，更具信心；同时搭载
KYB减震器，全面提升驾驶乐趣
与驾乘高级感。
动力系统也是全新换代雷凌
驾趣的保障，搭载185T和双擎两
大动力，尤其是丰田最新的THS
I
I
混合动力，带来出色的驾控性能
的同时，综合工况油耗也低至百
=>?7>-:8+
公里4.
1升。


 
!"# 近日，荣先森迎来了
三周年庆。作为本地“土著”必打
卡的闽南菜餐厅，同时也是第一
家走出福建的闽南菜连锁餐厅，
三年来，荣先森在上海和杭州已
经开出 6家店、
全国 13家店。
荣先森主厨吴嵘，是土生土
长的闽南人，师承国宝级烹饪大
师、闽菜泰斗童辉星，
20多年都
专注于地道的闽南味道。他更带
领荣先森致力于寻找应季、新鲜
的本地食材，让更多食客体验到
地道的闽南味道，吃出好食材的
鲜美本味。新鲜捕捞的当季小管，
是荣先森主推的当家小海鲜。而
三周年恰逢紫菜收割季，荣先森
“抢鲜”收割紫菜，上市了全新的
紫菜新品，如紫菜海蛎鲜虾烙、紫
菜海蛎煲，现在到荣先森还可以
把头水紫菜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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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 28届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在厦门举办，苏小糖作
为本届电影节指定礼品品牌，携
电影节限定礼盒亮相。
苏小糖此次推出的电影节限
定礼盒“甜梦启幕”，包含抹茶牛
轧糖、草莓牛轧糖盒装糖及福建
茗茶系列白桃乌龙茶，其中苏小
糖草莓牛轧糖，曾荣获有食品界
“诺贝尔奖” 之称的比利时
MONDE SELECTI
ON世界 食
品品质品鉴大奖金奖。

$%& !!!"#$%&'!()*&++++'()* ,-,....+++,-.//0!"

+,-1 01232*04&5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