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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首趟西藏旅游专列
众多景区正免门票
林芝桃花即将盛开
医生记者随团服务

西宁（青海湖、原子城、塔尔寺）、
拉萨（布达拉宫、羊卓雍湖、大昭寺）、
林芝（巴松措、鲁朗林海、桃花沟）大型
空调品质旅游专列12日游。

出发时间：2020 年 3 月 7 日左右
（具体出发时间和抵离时刻以铁路公
司最后命令为准）。

读者独享价：上铺 3180 元/人；中
铺3480元/人；下铺3880元/人。

一生必去一次的西藏，最好的方
式莫过于坐火车前往。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新闻旅业
集团携手杭州华运国旅重庆分公司，
首次在重庆推出明年 3 月出发的“西
宁、拉萨、林芝大型空调品质旅游专列
12 日游”，为定制式有氧专列，开往青
藏高原，安全舒适，慢慢适应雪域高原
气候。明年 3 月春暖花开，又能赶上

“冬游西藏”免费惠民政策的尾声和林
芝的桃花，是去西藏的最好时机。专
列将于明年3月7日左右出发，价格为
3180元/人起，铺位有限，报完即止。

好行程 西宁停留慢慢适应高原

担心高原反应？不用怕！这趟专
列节奏舒缓、安全舒适。先坐正班车
到达西宁，游览青海湖、原子城纪念馆
和塔尔寺，慢慢适应雪域高原的气候
和海拔。停留1天后，再上西宁开往拉
萨的有氧旅游专列，专列上供氧充足。

回程也将从拉萨先返回西宁，休
整一天再回重庆，避免出现疲倦、无

力、嗜睡、胸闷、头昏、腹泻等症状的低
原反应。

专列上全程有保健医生跟随，有
摄影记者随团拍摄，为读者保驾护航。

好气候 赏桃花观雪山最好季节

3月的西藏已经转暖，早晚温差很
大，但白天最高温度可以到18℃左右，
而且有充足的阳光，适合晒太阳补钙。

3月是西藏林芝的最佳旅游季节
之一，林芝地区号称西藏江南，桃花文
化旅游节一年一度，每年3月举办。3
月在西藏看雪山，比旅游旺季7、8月时
更加壮观。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座高峰
都清晰可见，不必起得太早，就可以尽
观神山晨曦与日出。

免门票 布达拉宫羊卓雍湖免费玩

据悉，从 2019 年 10 月 15 日至
2020年3月15日期间，除寺庙景区外，
布达拉宫等国有3A级（含3A级）以上
景区免费游览，国有3A级以下非国有
A级景区门票在淡季价格基础上减
半。在此次专列行程中，布达拉宫、巴
松措、雅鲁藏布江、羊卓雍湖都将不需
要购买门票免费游览。

这个时候去西藏，也避开了西藏
旅游的旺季，相对少的游人更容易感
受到西藏的纯粹和真实。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铀

亮点
品质航空，国航直飞
四心品质，媒体保障
美食升级，绝无自费
摄影记者，随团拍摄

11月24日起，国航将新开重庆-东
京直飞航线，恰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旗
下新闻旅业集团成立。为此重报集团
首度联合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岁末回
馈读者，推出独家定制的直航日本“四
心”6、7日品质跟团游。此次合作，以主
流媒体作为信誉保障，以品质航空为产
品基础，让读者体验一次舒心、贴心、安
心、匠心的“四心”品质旅程。

线路1：东京、富士山、镰仓、横滨
6日之旅。

出发时间：12月21日。
线路2：东京、京都、奈良、大阪、

名古屋7日之旅。
出发时间：12月13日。
读者独享价：5610 元/人（不含

380元杂费），报名即赠送价值1200元
的羊驼被一床，送完截止。

定制行程 报名即送千元大礼

此次回馈读者的日本跟团游线
路，专为读者独家品质定制，将一次尽
览日本秋冬红叶、雪山、海景、皇宫、古
迹等各类景致。

6日游游览东京、富士山、镰仓、
横滨，入住两晚富士山地区的温泉酒
店，在东京登上新宿都厅45楼观景
台，鸟瞰东京城市风光，在箱根从浅间
神社和芦之湖远眺富士山，以及根据
天气情况登上富士山。

7日游线路则是东京、京都、奈
良、大阪、名古屋日本全景游，将日本

关东关西的文化和景点都感受一遍。
目前报名这两条线路的读者，即

送价值1200元的羊驼被。

贴心 全程含餐还送日式表演餐

据悉，日本“四心”之旅启用的国
航重庆-东京直飞航班，执飞机型为
波音737-800，托运行李额度高，提
供免费餐饮服务。去程时间为13：
00，抵达时间为日本当地18:25；回程
出发时间为19:25，到达为北京时间
23：45，性价比高。

全程含餐，避免游客在自行用餐时
因语言不通可能遇到的麻烦。更具特
色的，全程还有两顿特色表演餐，在轻
松的氛围下体验日本的文化与美食。

匠心 精选品质景点深度体验日本

在景点的选择上，更是精选了更
适合秋冬两季的精华景点，不安排鸡
肋景点，让游客深度体验日本。例如
去掉了购物为主的秋叶原，也不去人
挤人的忍野八海，留更多时间给游客
欣赏更多美景。

6日游独家安排横滨，观赏海滨
美景。7日游安排去一般只有自由行
才会前往的贵船神社和金阁寺，拜访
富士山中最古老的浅间神社，体验日
本茶道等。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铀

“后驱SUV”的魅力

今年的广州车展，上市或首发的新车
数以百计，但要问谁最受到热捧，威兰达绝
对排名头部。自媒体日亮相以来，威兰达
最不缺的就是人气，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流，
以至于让媒体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位拍摄，
都需要见缝插针。

延续了汉兰达的高级车DNA，威兰达
更有所突破。基于TNGA-K高端平台开
发，威兰达搭载两种TNGA动力总成、三大
全新四驱系统。其中，2.5L双擎混合动力
系丰田SUV车型首次搭载，热效率达到
41%，而超高热效率最直接的优势就是低
油耗，其百公里综合油耗可以低至4.6L，加
满一箱油，可以跑1000多公里！

超控感受上，威兰达双擎搭载同级独
有的电子四驱系统（New E-Four）,前后
轴配备三电机，前后轴驱动力可实现100:
0-20:80大范围调节，直接带来前置后驱
车的超控体验，相当于是一辆“后驱SUV”，
其性能与操控乐趣不言而喻。

威兰达2.0L车型同样实力不俗。在
模拟 10 速 CVT 变速箱（WCVT）的加持
下，同级独有的DTV动态扭矩矢量控制四
驱系统，可实现灵活过弯、迅速脱困、高速

省油等优势。此外，DTC动态扭矩控制四
驱系统可带来前后轮扭矩100:0-50:50
的调节，非铺装路面下，依然具备强健行驶
性能。

值得一提的是，威兰达搭载丰田最新
一代 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
系统，自动驾驶达到准L2级。数据显示，今
年1-10月份，国内SUV车型占整体乘用
车销量的43.9%，这不啻为SUV的黄金时
代。可以想象，和汉兰达组成“兰达兄弟”、
战力十足的威兰达，必将为丰田在中国车
市进一步开疆拓土。

TNGA凭什么堪称“现象级”

曾几何时，丰田品牌在中国人心目中
的总体印象是四平八稳，恪守中庸之道。
但即便是稳坐行业头把交椅，丰田还是用
TNGA自己革了自己的命，自此之后，画风
突变。

与目前诸多厂家热衷的模块化平台不
同，TNGA涵盖了更多更广的内容，包括汽
车研发、设计、生产、采购等全产业链价值，
就造车理念而言，这无疑是丰田的创举。

“客户第一”的初衷决定了TNGA就是要站

在用户的视角，以用户的直观感受为依据，
打造令驾驶者和乘员都能够感到安全、安
心的车辆，最终让用户感受驾驶乐趣并喜
爱上驾驶。

由此，我们看到了丰田车型更为前
卫个性、大胆激进的设计。从很多购买
TNGA 的用户反馈来看，他们都有一种

“见到TNGA车型就想上车试一把”的冲
动。外型是表面功夫，驾驶感受才是硬
核。TNGA通过数百种零部件的改进提
升，将发动机舱等关键部件下调，让低重
心成为 TNGA 车型的标配。这样的操
作，不仅能让整车拥有概念车般的科幻
造型，更低的重心也让驾驶有了更为高
级的质感。

发动机作为汽车的心脏，TNGA在这
一块更是不断挑战极限。TNGA架构下最
新研发的Dynamic Force Engine系列发
动机，通过优化冲程、更换电控进气门正时
机构、增大气门夹角等一系列改进，最高热
效率达到41%，一举打破动力和油耗不可
兼得的“二律背反”。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TNGA的魅力
何至于此？用车主的话来说就是，“开TN-
GA的车，真的容易上瘾”。目前，TNGA车

型在丰田中国市场车型总销量的占比早已
突破半壁江山，这距丰田在华投入TNGA
车型不到两年时间，如此现象级的表现，让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市场对于TNGA理
解不断加深以及TNGA车型阵容的不断扩
充，TNGA势必将取得更大成就。

TNGA：丰田在华事业的加速键11月 22日，广州车展正
式开门迎客，丰田为中国消费
者带来了全新中型SUV——
威兰达。

这是继凯美瑞、C-HR/奕
泽、亚洲龙、卡罗拉/雷凌、
RAV4荣放等订单如“漫天雪
花飞舞”的车型后，丰田再度呈
现隶属于TNGA阵营的诚意
佳作。由此，继承了汉兰达品
质基因的威兰达，不仅让丰田
TNGA的阵容更加强大丰满，
对于消费者而言，也多了一个
强悍可靠的优选之项。

最后说说

不管是凯美瑞、奕泽，还是雷
凌、荣放，每一款 TNGA 车型在各
自的细分市场都以极快的速度成为
明星，这在汽车史上绝无仅有！而
随着威兰达的加入，丰田在华的
TNGA产品矩阵当前已经覆盖了紧
凑级、中级轿车以及小、中型 SUV
细分市场，丰田进入全面TNGA时
代，指日可待！

在笔者看来，中国车市总体增
长虽然放缓，但事实证明，销量全线
飘红的TNGA车型，无疑更懂中国
消费者的需求，存量竞争下，TNGA
就是那把丰田快速抢占市场份额的
钥匙，帮助丰田再度腾飞，摁下了加
速键。

坐专列
重庆首趟西藏旅游专列来了，起价3180元

好气候免门票赏桃花圆梦想快预订

▲布达拉宫

重报集团
岁末回馈
读者旅游

大礼
报名热线

63907885
18696681817
18723693359

现场报名地址

重庆环球金融中

心（原解放碑会仙

楼）30楼新女报时

尚传媒集团

报名时间

周一至周五

9:30~16:30

坐飞机
品质航空直飞日本，享重报集团独家定制行程
专业摄影记者随团，报名即送1200元羊驼被

▲富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