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在 !月 "#日的 $%""

款奔腾 &'%上市会上! 中国一汽启明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车载信息
服务产业应用联盟#()**$理事长吴建会
先生宣布!中国一汽 +,-./012/#驾驶者伙
伴$系统正式进军轿车领域!由 $%3"款奔
腾 &'%率先搭载% 他还介绍了 +,-./012/

的五大核心模块与十多项先进功能!描
绘了一幅充满科幻与未来色彩的汽车生
活场景&

+,-./012/的发布! 不仅是汽车界的
一件大事!对通讯')("网络"信息服务"商
务服务等行业都具有重大意义& +,-./0!

12/ 的功能和服务覆盖了汽车生活的各
个方面! 成为开启车联网时代的一把钥
匙& 4%""款奔腾 &'% 搭载 +,-./012/ 上
市!标志着中国一汽厚积薄发!强力介入
车联网领域! 意在引领这个方兴未艾的
新兴产业!并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

启明信息是中国一汽旗下四大上市
公司之一! 由其主导的 +,-./012/项目早
在 #年前就开始研发与建设!并通过在解
放等商用车上的运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款奔腾 &'%的 +,-./012/系统!是在
#年磨一剑的基础上!专为中国的轿车用
户量身打造的车联网平台!它至少从五个
方面开创了国内车联网时代的全新标准&

第一项标准(+,-./012/ 在国内率先
采用 )1025车载芯片与开放式软件平台&

第二项标准(+,-./012/ 率先提供面向互
联网的汽车信息服务& 第三项标准(+,

-./012/ 提供多项具有 62748% 时代特色
的发布'分享功能& 第四项标准(+,-./0!

12/提供目前最完备'最安全的车内语音
通话解决方案&第五项标准(+,-./012/提
供丰富的在线视听娱乐服务&

综上所述!+,-./012/一举确立五大标
准! 奠定了它车联网时代无可争议的领跑
者地位&从国内市场来看!同类产品主要依
托语音通道进行设计!侧重于安全保障!在
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机会很少& 4%""款
奔腾 &'%的 +,-./012/在强化安全保障等
核心功能的基础上! 大量增加生活中常用
的电话'导航'浏览网页等功能!并通过众
多服务项目与丰富视听娱乐内容! 培养客
户对系统的黏性!使其物有所值!真正成为
汽车生活从不可或缺的伙伴&

+,-./012/背后站着中国一汽& 从吴
建会的表态来看!4%""款奔腾 &'% 只是
第一步!+,-./012/将在中国一汽产品线
逐渐普及& 从汽车及众多行业的发展规
律来看! 只要自主品牌介入某一领域!该
领域的发展就会骤然提速!迅速赶超世界
水平&

!"#$%&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公布了第六
批)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汽车推广目
录!9:;%再次榜上有名% 据有关人士透
露!目前国家正在实施的节能汽车补贴政
策可能将于 <月份终止% 若此!这将是购
买长安 9:;%享 ;%%%元补贴的最后机会%

节能补贴或将取消的言论起因于!

国家于去年 <月投入的用于)节能惠民*

补贴的 34%亿元资金将于今年 <月份左
右全部用完! 届时节能惠民补贴政策是
退是留尚无定论%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今
年刺激汽车消费仅存的一项政策!)政策
末日效应* 或许会在短期内挑起一些消
费者的购车欲望%

记者在长安汽车 =>店看到!前来试
驾 9:;%的用户不在少数%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9:;% 是长安汽车立足中级
车市场的主力车型! 品质和操控都是同
级别车里靠前的!关注的用户只增不减%

节能惠民补贴政策可能退市的消息一
出! 前来看车和试车的用户比以往增加
许多!毕竟 ;%%%元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也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 *

据了解! 此次进入节能目录车型的
9:;%为 38<升手动挡共计 !款车型!38<

升车型最大功率为 '#千瓦!最大扭矩为
3!3牛?米!百公里油耗为 '@左右% 在空
间方面 !9:;% 三厢的长宽高分别是
=<%%?3#%%?3='!AA! 轴距为 4<!%AA!这
种大尺寸设计保证了前后排纵向和横向
空间% 超大的车内设计!加上宽大的前窗
以及优化 *柱结构! 可提供前后排乘客

更佳的视野! 同时还配备一触式双模电
动天窗%

长安汽车相关负责人介绍! 9:;%低
碳版车型还配备了 >(( 智能节油系统!

该系统由长安和 &B>9C联合开发!不仅
性能稳定可靠!在节油率方面更是出众!

尤其在城市拥堵路段!>((智能节油系统
的表现更为明显! 最高可省 3!D左右的
油耗% 9:;%低碳版车型自上市以后!市
场反馈良好%

一位 9:;% 的试驾用户告诉记者(

)我一直在计划买车中!就等车市最优惠
的时候再入手% 听说 ;%%%元的补贴就要
取消了! 赶紧利用空余时间试驾一直密
切关注的几款车% +9:;%三十万公里零
故障,的宣传给我印象深刻!今天试驾了
一下!感觉不虚此行% 它外观大气!车内
空间也大!操控也很稳!总体表现让我很
满意% *

据了解!去年 3%月!9:;%开展了三
十万公里的极限测试活动!三辆 9:;%历
时三个月穿越大半个中国! 以全程零故
障无大修的测试结果展示了其过硬品
质% 在节油方面! 除 >(( 智能节油外!

9:;%的风阻系数也小于 %8;! 可媲美奔
驰 9级车!进一步降低了油耗%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 中级车的消费
群体最为庞大!;%%% 元的补贴相对于自
主中级车的价位来说也颇具诱惑力% 像
长安 9:;%这样品质不错'外观大气'空
间宽敞'操控稳定的车型!再加上安全气
囊'倒车雷达'>((智能节油系统等丰富
和智能的配置!自然受到热情的追捧%

节能补贴或将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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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汽车产业调整
和振兴规划. 颁布实施之后的国内跨区
域重组第一例!广汽长丰自 4%%E年 !月
重组成立以来! 仅用一年半时间实现了
企业运营的平稳过渡! 股东之间沟通顺
畅!内部的文化融合'制度融合迅速!树立
起国内汽车行业重组并购的典范% ;月
4;日!广汽集团在广州召开了)广汽集团
换股吸收合并广汽长丰*媒体见面会!标
志着广汽与三菱的合资项目正式迈入新
阶段% 广汽长丰总经理付守杰表示!广汽
三菱的合资项目正式敲定! 对广汽长丰
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发展机遇! 旗下的猎
豹品牌也将照常运营!不受任何影响%

按照既定的计划!广汽长丰在上海车
展上发布了首款轿车 9-4的品牌命名与
内涵% 9-4中英文名称为 )猎豹欧酷曼*

/*9FG*H$!寓意欧典风格'舒适享受'安
全信赖'灵敏驾驭的品牌内涵% 作为广汽
长丰进军轿车市场的转型力作!猎豹欧酷
曼轿车自 $%%E年亮相以来一直备受业界

关注% 据知情人士透露!有广汽长丰 <%年
积累的 >FI制造经验以及与三菱技术合
作的)家底*!猎豹欧酷曼将成为广汽长丰
加快由政府公务用车市场向家庭用车市
场转型的扛鼎之作!并推动广汽长丰由单
一 >FI制造商转入主流乘用车企业行列%

为了给猎豹欧酷曼轿车的上市铺好
路!广汽长丰在服务'渠道和营销等方面
采取了一系列配套准备工作! 包括启动
)地方车展J赛事营销* 的双引擎战略%

$%33年 =月! 为庆祝广汽长丰车队在第
八届漠河冰雪汽车越野赛中取得汽油组
厂商杯'俱乐部杯'个人成绩和总成绩四
项第一!广汽长丰从 =月 3<日开始在全
国正式推出飞腾 )漠河冠军纪念版*!在
猎豹飞腾经典版的基础上加装包含行李
架'脚踏板'前护杠'彩条'+I+ 和 K->

导航的改装大礼包! 受到私人用户的欢
迎%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
标赛景谷站比赛中! 广汽长丰车队再次
夺得俱乐部杯'厂商杯'个人及巾帼杯四

项冠军!再次证明冠军车队的非凡实力%

在业内人士看来! 广汽长丰在上海
车展上进行 9-$轿车的品牌发布!正好
与车展外飞腾)漠河冠军纪念版*的全国
巡回上市形成了里呼外应之势! 构成了
品牌做势'终端做实的一对)组合拳*!体
现了广汽长丰在巩固政府采购与行业大
客户市场优势地位的同时! 大力开拓私
人消费市场的决心% 据统计! 广汽长丰
$%3%年销量超过 =<%%%台!除了继续保
持在公务行业市场的传统优势外! 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私人消费份额不断提升!

成为广汽长丰全年全新的增长极%

一位资深汽车记者认为! 随着猎豹
欧酷曼轿车等车型的加入! 广汽长丰正
以)汽车湘军领军者*形象大跨步进入中
国汽车行业新的黄金十年% 诚如广汽长
丰总经理付守杰所言()在中国汽车行业
的星座图中!广汽长丰不以大取胜!而以
精取胜%我们将按照我们既定的目标!务
实进取!奋力拼搏!创造新的精彩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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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海南韩现汽车在
焕然一新的展厅内举行了新胜达 $8=两
驱上市发布会暨儿童节客户联谊会% 活
动当天! 海南韩现邀请了近百位长久以
来支持和喜爱进口现代汽车的新老客户
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这场既隆重而又
具有童趣的活动%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 海南韩现汽
车为前来参加上市活动的客户准备了精
美的礼品和文艺表演!与以往不同的是!

此次大部分的表演均由天真可爱的小朋
友来完成! 压轴节目更是由海南韩现的
工作人员亲自表演的舞蹈! 他们的表演
将整个上市活动推向了高潮! 让所有在
场客户都惊喜不已%

作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一款进口
>FI车型!新胜达自 $%3%年改款推出全
新的 $8=@车型以来!给青睐 >FI的国内
用户带来了更加丰富的高性价比选择!

应市场的不断诉求! 本次全新推出的
$8=@两驱车型!有理由相信!承载韩国现
代殷殷期望的新胜达!必将为 >FI车市
带来新一轮的冲击! 也将给钟爱新胜达
的海南用户提供更为丰富' 更加满意的
选择%近日!新胜达更是获得美国高速公
路安全保险协会颁发的 $%33年度最佳
安全选择奖以及在 H,9*-的安全碰撞
实验中获得 !星成绩% 本次特别推出的
$%33 款两驱新胜达 $8=@! 搭载全新
(CL(*二代 $8=升发动机结合 <速变速

器!操控性能更加完美'动力输出更加平
顺强劲' 燃油效率更高更经济% 新胜达
$8=两驱的发布!海南韩现也制定了针对
性的销售流程和服务标准! 将让消费者
享受到更人性化'更体贴的服务% 同时!

在二手车的置换和金融信贷购车等方面
也提供了相关的优惠服务%

据活动负责人介绍! 活动当天客户
到店即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现场订购
新胜达 $8=两驱车还将获得由海南韩现
送出的购车大礼包% 进口现代全系其他
车型优惠活动还有购雅科仕赠送 !%D购
置税1购劳恩斯赠送 !%D购置税1购辉翼
赠送价值 ;!#%元新秀丽旅行箱1购维拉
克斯赠送价值 3%%%升的中石化油卡等%

!"#$%& 三'四月份!中国车市
回归理性的论调越来越高! 而自 %<年即
进入中国市场的 9)I)9/思域$而言!瞬间
钟情的感性魅力远胜各种购买建议%

9)I)9/思域$凭借品牌'技术等核心优势!

一直是国内中级车 38#@ 区间的绝对领
袖! 时尚' 高价值的特点有口皆碑!$%3%

年销量突破 3%万辆% ;月份推出的思域
精致升华版价值再次升级!功能性和性价
比优势更加突出!一上市就受到了消费者
热捧!在中级车坛续写高端王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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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9在全球享有美誉! 从 3E'$年
第一代 9)I)9开始!每一代思域都以其突
破性的技术和设计革新引领汽车生产与
消费风潮% 秉承对强动力'低油耗的严苛
追求!CM1N.用最好的技术将其打造成世
界经典车型%大功率'低油耗'时尚'舒适'

环保'安全!9)I)9因此被全球近 4%%%万
余名车主认可% 鲜有一个汽车品牌像
9)I)9这样重视人与环境的和谐!鲜有一
个中级车品牌能够成为消费者心中顶礼
膜拜的精神图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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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油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一款能
够缔造近 4%%%万辆全球销量的车型!首
先必须要在节能'环保方面超越消费者的
预期%这正是 9)I)9品牌自诞生之初就始
终坚持的核心追求%当前热销全球的第八
代 9)I)9搭载了 "8#升 O,IL(9发动机!

实现了高功率与低污染的最佳平衡!在我
国权威机构评选中荣膺 2"8!@,48%@排量
最省油车型*%对消费者而言!2"8!@油耗!

"8#@排量!48%@动力*是其对思域最为普
遍'精准的口碑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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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I)9一直都是中级车市场的价值领
袖!由此而带来超越同级产品的完美驾乘
体验!使得消费者一贯认为它是一款介于
中级车与中高级车之间的2*J*级产品%日
前上市的思域精致升华版就是最佳例证!

它一举加装换挡拨片'定速巡航'方向盘
音响控制按钮'<碟 9+播放器以及排气
管装饰罩五大配置!驾乘愉悦自然升级%

!"#$%&

;月 ;"日至 !月 "'

日!4%""风骏皮卡2耐力长征行*活动在
全国 4%多个省市展开%由两辆分别负重
4!%公斤的风骏皮卡与 =位车手组成的
4%"" 风骏皮卡耐力行车队! 从泰山出
发!跨越了我国复杂的三阶地形!经受住
了沙尘暴'雨雪'高湿'高寒等恶劣天气
的考验!依次经兰州'成都'杭州'广州中
转!最终抵达活动终点站昆明%耐力长征
行路途形成了横跨东西'纵贯南北的2!*

字路线图! 创造了皮卡行业不间断耐力
跑行驶里程的新纪录%

记者采访到长城汽车风骏皮卡负责
人!他表示(2通过本次耐力长征行活动!

48!(9)风骏皮卡用出色的表现向广大消
费者证明了它耐用'节油等优异性能% *

然而! 该负责人话锋一转说道(2我们更
核心的目的是通过路程'路况'行驶方式
等的精心设计! 模仿风骏皮卡新车出厂
检测工艺! 让广大消费者对汽车出厂质
量检验过程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而我们
选择新发布的 48!(9) 风骏皮卡作为耐
力长征行用车! 目的就是通过活动告诉
消费者! 每一辆风骏皮卡在出厂前都经
历类似耐力行活动的严苛考验% *

在近 !%天的耐力长征行中!48!(9)

风骏皮卡没有让广大消费者失望! 车队
不仅完成了不间断' 长时间负重行驶的
任务!还将 48!(9)产品的亮点通过沿途
=大中转城市围绕风骏皮卡2通过性'综
合性'动力性和节油性*的主题试乘'试
驾活动得以充分体现% 风骏皮卡 4!%%%

里耐力行活动与 =站分站活动的紧密结
合!完美勾勒出 48!(9)风骏皮卡全方位
的坚实品质%无论底盘'车身'悬挂'发动
机'轮胎'空调!还是主被动安全系统都
获得了全面的实地检测% 4!%%%里耐力
长征路现实模拟了车辆出厂检测的全过
程! 创造了汽车行业外化质检过程的新
篇! 构筑了消费者与汽车生产厂家互通
的又一座桥梁%

虽然耐力长征行活动已经结束!但
根据本次活动设置的后续试驾送礼活动
正在进行% 风骏皮卡销售负责人表示(

2为了让消费者在见证风骏皮卡坚实品
质后!能够亲身体验到它卓越的性能!风
骏皮卡正在各地开展试驾有礼活动!希
望广大消费者到店感受其冠军魅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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