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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汽车

一个高端豪华车品牌的

外籍总裁在人们的印象中，

通常神秘而难以接近，但上

周末，对宝爱捷（中国）保时

捷品牌总裁康纳先生的一次

采访，颠覆我的固有印象。

爱骑山地车，爱足球，爱

美食⋯⋯年轻有为，阅历丰

富，对工作充满激情，对生活

充满希望，康纳先生本人和

保时捷一样富有魅力。

与保时捷共享一段不可复制的人生
专访宝爱捷（中国）保时捷品牌总裁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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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
钟情911
他有挥不去的跑车情结

宝爱捷（中国）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是源于

欧洲的专业经销商集团，是与德国保时捷系

出同门的奥地利保时捷控股公司的子公司，

目前在中国设有 11 家保时捷中心。作为集

团保时捷品牌总裁，康纳先生并不像我想象

的那样高高在上，他的办公桌上摆满了保时

捷车的模型，对每款车型的历史如数家珍。

“这是保时捷最经典的跑车 911，它几乎是所

向披靡的，我最钟情的是 911 Turbo S，是

我的梦想之车。”谈到喜爱的车型时，康纳先

生眼里放着光。

出生于保时捷的诞生地奥地利，康纳先

生得以从小接触保时捷，并在跑车文化的熏

染下长大。成为品牌总裁后，康纳先生更是

拥有了让全球车迷艳羡的资本——有机会参

与保时捷的顶级赛事。

康纳先生亲历过保时捷芬兰冰雪试驾，

见证了保时捷夺得2015勒芒24小时耐力赛

总冠军。那是保时捷沉寂多年后重返勒芒，

也是保时捷第17个勒芒总冠军，康纳先生记

忆犹新：“那是一场全球车迷的狂欢，赛车不

间断地行驶24个小时，引擎的轰鸣声让人血

脉贲张，许多狂热的车迷在赛道边搭起了帐

篷，每辆车驶过都伴随着一阵欢呼。”

康纳先生表示，在极限残酷的环境里，感

受保时捷的卓越性能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体

验，保时捷能带给消费者的不仅是驾驶乐趣，

还有时刻充满激情的生活态度，一段不可复

制的人生经历。

用Dream Car犒赏人生
他推荐你来试一试Cayenne

“中国市场的消费特点是独一无二的。”

对于中国消费者，康纳先生有着清晰的认识：

以前，很多人选择保时捷，更多是把它看作一

种身份的象征。但近年来，中国消费者对于

汽车、乃至汽车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

追求——汽车不止是交通工具，更是一种生

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中国的消费者热爱生活，注重家庭，看重

车型的设计感和空间的同时也追求驾驶质

感，而保时捷 Cayenne 既有跑车性能，又兼

具实用性，再加上 88.8 万元的入门价，使得

更多年轻消费者有能力把 Cayenne 作为犒

赏人生的礼物。

康纳先生相信，沉浸式的体验营销——

在真实的驾驶环境中，感受来自保时捷的速

度与激情，是最快最直接的让人爱上保时捷

的方式。

因此每年举办保时捷凌驾风雪试驾活动

的内蒙古牙克石，都会成为车迷心目中的朝

圣 地 ：参 与 者 可 以 体 验 到 除 保 时 捷 918

Spyder以外的全系车型，并接受专业教练的

驾驶指导。

为了答谢车迷及车主对宝爱捷集团长久

以来的支持，杭州滨江和杭州拱墅、嘉兴、宁

波、台州、金华 6 家保时捷中心同时送出

2017保时捷凌驾风雪体验名额，11月15日

~12月15日，到以上各保时捷中心试驾并购

买Cayenne就有机会获得（名额有限）。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与意大利宾尼法利纳

设计公司深度合作的第二款战略车型——东南 DX3 继

11 月 1 日全国上市后，于当月强势登陆杭州地区并举办

华东区域上市发布会，正式拉开 DX3 八城联动区域上市

的序幕。

DX3 推出 1.5L 和 1.5T 两款动力系统，共计 8 款车型，价

格区间为 6.79 万元—9.99 万元。在车身颜色方面，东南

DX3 提供 10 种时尚车色，满足年轻消费者的多样化个性需

求 。 此 外 ，DX3 长 宽 高 尺 寸 为 4354mm × 1840mm ×

1670mm，不仅轴距达到2610mm，还拥有同级最大420L后

备箱空间，配备一键开启的全景天窗。DX3 的 1.5T 车型采

用三菱全新设计第三代全铝高效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比利

时PUNCH第三代8速CVT自动变速器，同时配备了同级唯

一专业SUV底盘，满足年轻人对驾控的追求。

近日，东风标致 4008 媒体试驾会正式开

启。路试阶段，这款集“先见设计”、“先觉体验”、

“先锋科技”三大优势于一身的“高端智能欧系

SUV”，一路途径丽江、香格里拉，在 214 线这条

被称为中国最美的国道上，穿越或宽阔平坦或蜿

蜒曲折的路段，让东风标致 4008 的产品优势发

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将一众美景尽收眼底。

在专业试驾场地中，设有沙地、泥地、涉水

路、涉坡路等不同路段，得益于东风标致 4008 所

配备的增强型Grip Control多路况适应系统，应

对复杂路况轻松自如。

东风标致 4008 今日在广州正式上市，中级

SUV市场中又添一名实力选手。

上周，我们与凯迪拉克 XT5 来了一场周五探奇，在熟悉

的城市，探索它的多面、隐世与新奇。自行车向来都用钢铁

打造，但我们也可以用更天然的竹子制造。凯迪拉克 XT5

引领我们来到竹子自行车工坊，动手打造一台竹子自行车。

正如凯迪拉克XT5，拥有多种模式的智能双离合适时四驱系

统，给我们说走就走的勇气，它超乎想象的宽适多变空间也

能让我们在都会之外拥有一片新天地。凯迪拉克 XT5 还带

领大家学习驾控无人机，通过演练无人机航拍，让我们发现

都会更惊艳的一面。就像凯迪拉克XT5，拥有业界首创的高

清流媒体广角后视镜，拥有 80°广角超宽后方视野，用三倍

的视野去发现我们周围更多新奇。凯迪拉克 XT5 还携手都

会“隐食家”与“奇食”餐厅打造私享晚宴⋯⋯周五探奇，我们

与新美式都会SUV凯迪拉克XT5一起，与都会相约，敢创不

同，领略新美式豪华风范。

近日，以“擎动，始忠于芯”为主题的 2017 新 BMW 3

系“挑战中国最美弯道”媒体试驾活动在昆明举行。此次试

驾，2017 新 BMW 318Li 和新 BMW 330Li M 运动型在有

着“中国最美弯道”之称的宜良“六十八道拐”，面对连续爬

坡过弯的重重挑战毫无惧色，展现了卓越的动力性和灵活

的操控性。

2017 新 BMW 3 系全部更新为宝马最新一代 B 系列涡

轮增压汽油发动机。在动力、油耗和排放间达到了完美的平

衡，各款发动机车型平均油耗降幅达到8.4%。

此外，应用于旗舰车型 BMW 7 系的新一代 iDrive 人

机交互界面也已经引入到 2017 新 BMW 3 系上。凭借以

“自然语音识别系统”（NLU）为代表的创新科技，2017 新

BMW 3 系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在本次试驾中，充分

体验到这些智能化和互联化给驾驶带来的便捷。

2016年11月14日，福田汽车集团在上海国际博览中心

W2馆举办了“福田汽车集团&福田戴姆勒汽车2016中国上

海智能网联汽车展览会”，携旗下的中国首款无人驾驶卡车、

超级卡车系列产品、智能家庭车等汇聚最新科技的重磅产

品。

作为现场最具科技含量的产品，福田汽车与百度强强联

合推出的无人驾驶超级卡车，甫一亮相便成为聚光灯下的焦

点。福田无人驾驶卡车搭载“iFoton”车联网云平台，实现

与外部信息的实时联通；在感知方面，采用雷达加相机识别

周边环境，融合高精地图实现车辆定位；自主研发控制策略

完成驾驶过程，实现了低碳化、信息化、智能化核心技术的融

合。据悉，福田无人驾驶卡车有望于2025年实现量产。

日前，吉利举办了帝豪 GL 的试驾活动。全

国媒体齐聚航天之城——海南文昌，体验帝豪

GL，致敬航天精神。

活动开始前，吉利模拟演示了帝豪 GL 的

AQS空气质量管理系统，该系统可以自动监控车

内外空气质量并切换至内循环状态。安全是帝

豪 GL 的亮点之一，6 重安全识别圈包含行车安

全、舒适性智能行车安全、车辆危险预警、车辆危

险紧急控制、碰撞安全和后续防护等多项技术，

为驾乘提供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帝豪 GL 有 1.3T 和 1.8L 两个动力配置，均匹

配6MT和6DCT变速器，其中1.3T发动机最大功

率129马力，最大扭矩为185牛·米，再配以前麦弗

逊式独立/后扭力梁式非独立的悬架和LeanNova

底盘调校，驾驶起来灵敏轻快。

2017新BMW 3系“挑战中国最美弯道”媒体试驾

与凯迪拉克XT5一起探奇都会玄妙

再掀颜实力盛况 东南DX3强势登陆华东区域

福田召开2016上海智能网联汽车展，发布中国首款无人驾驶卡车

致敬航天精神，
帝豪GL试驾会在文昌举办

驭见新“先”
东风标致举办4008试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