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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凯迪拉克 ATS-L
我不仅仅只有“L”
凯迪拉克 ATS-L 专门在德国
的纽伯格林进行了最严苛的调教，纽
博格林赛道被称为绿色地狱，真理之
环， 因为它全长 22.8 公里的赛道上
拥有 177 个弯道，整条赛道的高低落
差达到 300 米，对底盘的扎实程度及
操控提出很大挑战，而 ATS-L 就是
在这条赛道上研发调教而成。

由内而外的华丽蜕变

中国人的大气不只表现在为人
处事上，汽车作为现代商务人士生活
中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专属座驾，早
已成为了代表车主的性格、胸襟的一
张名片。
现在很多的车型都在外观上充
分满足中国人的需求，名车、豪车也
不例外，加长版、长轴距版应运而生，
但老司机都明白，L 版（拉长版）的车
型牺牲掉的是车辆设计的初衷——
—
操控性和安全性，很多的 L 版车型仅
仅是单方面迎合消费者心理将车型
在原设计基础之上将车子拉长，又或
是仅仅将后排空间加长，其他位置均
没有变动。

凯迪拉克 ATS-L 说，我
不仅只有“
L”
其设计者不仅仅兼顾到国人豪
放、大气的性格，将车型加长，更兼顾
到车辆操控性和安全性，在 L 长轴距
版定位设计基础之上，予其他方面均
作了符合长版车型操控及安全性能
要求的改动。

轮间距的调整
ATS-L 车 型 前 轮 距 宽 由
1512mm 加宽至 1535mm， 后轮距
宽由 1548mm 加宽至 1578mm，大
大提升汽车身稳控行驶安全系数。

赛道上的调教

ATS-L 汇 聚 凯 迪 拉 克 匠 心 精
髓，对掣肘车辆操控的其他相关部位
都作了调整，使车辆在满足大气感官
的同时，还兼顾了车辆驾驭最佳的操
作、安全状态。
不知道对于你来说，以上这些是
否填空了你的汽车专业知识？ 不知道
凯迪拉克 ATS-L 是否满足了你视
觉和体感上的要求？ 不知道是否还需
要更为详细及专业的介绍？
请走进淮安益都凯迪拉克 4S 店，
这里有你需要的一切……
指导价：29.88 万 -42.88 万
钜惠：岂止 7.5 万 +？？ + 万元豪礼
★?首付 20%（4.5 万起），1-5 年低息
★?首付 40%（9 万起），1 年 0 息
★?首付 50%，1 年后支付 50%，1 年
低息
★?首付 40%，1 年后支付 30%，2 年
后支付 30%，2 年低息
（益都）

福特新全顺 -- 轻客之王

品质之选
稳健干练的气势， 匹配你的干
劲：干净利落的流线车型，简洁大气
的家族式前脸， 光学晶钻鹰眼大灯，
无论正面还是侧脸，简约干练的商务
风范都完美匹配你的务实品味。
名门血统 欧洲品质：传承欧洲
福特纯正血统， 全球化统一生产标
准， 同步欧洲先进工艺流程， 造就
福特新全顺与生俱来的名门典范。
橡胶绝缘地板： 厚度达 35mm，
防水绝缘，安全耐用。
晶钻大灯 睿智向前：光律学晶
钻式方向灯及前雾灯，照射宽度达 6
米，提前预见路况，助你一路平稳。
流线设计 来去如风：采用流线
型降风阻设计，外形简约大气，一气
呵成，让你无惧阻力，来去如风。
一体化中控台： 中置换挡杆,操
作便利，空间更简洁。
绿色之选
直取目标 全速前进：新全顺为
不同的进取之路配备了两款强劲的

动力系统： 福特 2.0T PUMA 柴油
发动机 & 福特 2.0T Eco Boost
汽油发动机， 澎湃动力源源不绝，
而综合油耗仅 7.6L/ 百公里，让你在
任何环境和地区， 都能抢占商机，稳
操胜券。 300N·M 的强劲动力，让
你起步加速，一触而发。
安全之选
保护你的安全，也确保货物安然
无恙：放手去搏，全方位主动 + 被动
安全保护，硼钢强化车身的坚实屏障
前排双安全气囊的双重保护，以及倒
车雷达的周密照顾， 让你一路驰骋，
高效安全。
博世 9.1 版 ABS+EBD：国内最
高版本， 湿滑路面更好控制行车安
全。
硼钢强化车身： 承载式硼钢车
身，高强度镀锌板材，有效吸收撞击
带来的冲击力。
前排双安全气囊：燃爆时安全气
囊，面积达 45L，保护更周到。 全座安
全带给车内全体成员带来安心乘坐。

智能之选
成功路上，助你一臂之力：无论
何时何地，接到客户的下单，新全顺
都能随时进入饱满状态，做你最好的
助手。 你只管发号命令，新全顺不仅
懂你所需，更擅长用最好的细节陪伴
你，让你一路闯越，无所顾虑。
前挡间歇式多段可调雨刮：轿车
化无骨雨刷，经久耐用，更保证雨雾
天行车安全。
USB+AUX 接口：可以播放多种
格式音乐文件，随时满足你的娱乐享
受。
5.8 米超短转弯半径： 从容面对
城市路况。
超大灵活可变空间， 高效装载：
后排座椅可折叠翻转，8.22m3 后备
箱容量。
福特新全顺官方指导价：12.23
万 - 16.99 万、
详询：江铃福特淮安 4S 店
（淮安·科达）

跑高速和跑省道哪个省钱？
看完不再纠结了
现在无论是开车回家还是
自驾游， 大多数的车主只要有
高速都会选择跑高速， 省心省
时间。 但是有的老司机觉得跑
高速路费高， 路程不远的就会
选择省道。 可作为新手司机，往
往会在省道和高速之间纠结，
不知道该怎么走？ 那下面就来
给大家分析分析他们各自的优
缺点，再做选择吧！
1.过路费
省道不像高速是全封闭的
公路， 在路上会遇到有一些非
机动车辆甚至行人， 路况也远
不及高速公路， 路面坑洼也是
家常便饭，路口也比较多。 所以
在速度上肯定是没有高速要
快！ 如果跑高速 2 小时可以到
达的路程， 跑省道可能需要 4
小时左右。
2.油费
汽车跑高速， 变速箱处在
高档位， 车速和发动机转数比
较稳定，消耗燃油量比较少。 如
果跑省道就得走走停停， 需要

经常地加减档位，降速提速，油
耗要多一点， 单从燃油消耗量
来说，高速会烧油少一点。
3.车辆保养费用
高速路况比较顺畅， 对车
辆的损耗也比较少。 省道路面
会有一些“炮弹坑”，稍有不慎，
可能会中招，磕坏底盘、磕坏轮
胎啊， 这些费用就远大于高速
费用了， 如果再出点小事故那
就得不偿失了。
4.违章罚款
有些省道路况不错， 车主
不由得就加快了车速， 但毕竟
不是封闭的高速， 车速过快在
紧急情况下就会出现交通意
外， 因此一般省道都是有限速
拍照的， 一不小心吃了高超速
罚单， 最多的时候可能会高达
上千元！
综合以上信息来看： 总里
程在 50km 以内的，走省道比较
划算；里程大于 100 公里的，建
议高速优先。
（车友锦囊）

一键启动的车有钥匙孔吗？
之前真的不知道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如
今，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也越来
越普遍， 一键启动便是一种智
能化技术， 而且如今这种功能
的应用越来越普及， 原因也很
简单，这功能不仅方便，而且逼
格甚高。 车主上车在启动时不
用掏钥匙，只要钥匙在车内，踩
住刹车，按一下 START/STOP
键就可以启动车子， 看上去的
确很酷。
但是我们也知道， 高科技
玩的也是心跳， 这类功能虽然
炫酷， 但是也有一个最大的弊
端，那就是容易出故障，因此，
汽车装备了这些功能的同时，
也会保留着最原始的机械结
构，比如钥匙孔。
如果这类功能出现故障，
最常见的，比如没电了，如果我
们要开动汽车， 只有采用钥匙
启动的办法， 而这时摆在我们
面前第一道问题并不是打火问
题，而是开启车门。
如果智能钥匙没电了，那
就只能动力气了。 一般来说带
有无钥匙进入功能的钥匙会将

机械钥匙折叠或许躲藏在其
间。 惯例的折叠钥匙直接翻开
就能够找钥匙孔开门了。 如果
是躲藏的， 一般来说机械钥匙
都躲藏在主钥匙内， 需要运用
时将它拔出来即可打开车门。
当钥匙没电的时候， 钥匙
的发射功率非常低， 会导致车
内的感应器很难感应到， 而无
法启动汽车。 这时你可以把钥
匙放在离感应器最近的地方，
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能启动。
还有一种方法， 同样是找
到汽车内的钥匙插槽。 很多一
键启动的汽车也都会设有钥匙
孔，只是同样被隐藏了起来。 通
常隐藏的机械钥匙孔会在一键
启动按钮的后面， 需要把一键
启动的塑料按钮撬出来才能看
到。
如果车上没有钥匙孔，那
就只能试最后的绝招了， 把遥
控钥匙贴在一键启动按钮上，
稍等一会，车辆会感应到钥匙，
这个时候就可以启动车辆了。
（车友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