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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雅力
士全国挑战赛长沙站烽火再燃!各路车友
汇聚著名的三源色试驾场!在厂家特别设
计的"金卡纳赛道#上展开争分夺秒的热
辣追逐! 最终 &'% 选手龚欢! 以 " 分
()*+) 秒的成绩获得了本次分站赛的冠
军!他也将与亚军陈延钢$季军刘鑫在年
底赴广州参加总决赛!并与来自其他各区
的 ",名选手一争高下! 同时还将现场挑
战 -.--顶尖职业车手!来一场惊心动魄
的巅峰对决!赢取惊喜大奖%

据了解!由广汽丰田主办的 $/+$雅力
士全国挑战赛! 已于 0月 )日在上海拉开
战幕!自 !月到 +%月!还将在长沙$重庆$

大连$济南$福州$杭州等七大城市进行分
站赛%作为本届挑战赛的特约赛事合作方!

刚刚在 -.--鄂尔多斯站收获量产组冠军
的重庆 --车队!成为了本次长沙站的特聘
教练团队! 为现场观众进行了专业的驾驶
技术讲解!同时!--车队还将战车&雅力士
赛道版#带到现场!让观众能近距离体验职
业赛事的魅力和雅力士的钢炮气质%

!"#$%&

!月 +)日! 华泰汽车
自主品牌高端 123宝利格智汇版在山东
荣成工厂下线%这是国产中高端 123首次
搭载汽油 .动力$柴油 .动力的&双 .#动
力车型% 宝利格智汇版配备了电动天窗$

智能语音导航$豪华真皮座椅$多功能方
向盘$ 行车电脑等多项智能豪华配置!售
价仅 ++*)!万元起! 延续华泰汽车超高性
价比的 123王者风范%

与其它 123不同!华泰一直倡导的乘
用车柴油化!如今已枝繁叶茂!华泰此次率
先推出 .动力汽油版宝利格! 还将同步推
出 .动力柴油版宝利格% 此次上市的宝利
格智汇版搭载的汽柴油双版本 .动力发动
机!性能优势明显%涡轮增压发动机与普通
发动机相比! 具有动力强劲$ 加速性能优
越$燃油消耗低等优点%宝利格智汇版 +*,.

汽油发动机! 可输出相当于 $*45汽油发动
机的动力! 在 $+66!4766转速运行区间可
维持强大的扭矩输出!最大扭矩达 $+789!

最大功率 7766:;9可以输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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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海马汽车总经理林明世在庆
典上与嘉宾分享了福美来十年发展历程
和海马独特的自主创新之路%同时!在现
场嘉宾和媒体的见证下!于 !>+,十周年纪
念日下线的第一辆福美来着&盛装#缓缓
驶出!配合模特走秀表演!现场热闹非常%

海马领导现场倒香槟塔!与到场嘉宾共同
庆祝福美来十周年生日!盛典气氛推到最
高点%

海马汽车总经理林明世表示! 福美来
在这十年发展历程中时刻根据用户需求而
创变!不断引领中级轿车市场%无论是首次
提出&中级轿车#概念?还是上市首月便&销
量突破万台大关#!乃至发展到今天的新福
美来和新福美来 31! 无不体现出海马人

&严谨务实$高效创新#的理念%

福美来十年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既是源于对家用中级轿车用户需求的深刻
洞察!也离不开福美来 &品牌向上#的精神
所向% 福美来作为海马汽车驰骋于中国车
市的&主力军#!正是代表了其不断超越$成
就蓝色梦想的企业精神%

$66$年! 福美来一代引进享誉国际的
经典车型马自达 ($(! 成功开创 &中级轿
车#市场!凭借全新造型$丰富配置$合理价
格!跻身中国车市&新三样#'$660年!福美
来二代自主上市!以&合资品质$自主价格#

的产品优势! 成为自主品牌唯一一款上市
后首月销量过万的车型! 成功引领中级家
轿的&性价比#时代'$6+6 年!福美来三代

以市场为导向!以颠覆性的产品突破!实现
上市后连续 4个月销量破万的市场佳绩'

$6+$年! 新福美来$ 新福美来 31超越上
市! 在品牌十年一脉相承的可靠品质基础
上!在安全$造型$谱系$品牌四大方面实现
自我的再度超越!令整个品牌迸发活力$更
显年轻%从 $66$到 $6+$的十年间!国内车
市的发展跌宕起伏! 而福美来品牌却历经
三代$愈显生机%

海马汽车副总经理吴刚表示! 对于福
美来品牌来说!十年将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未来!福美来将立足国内市场!在产品$品
牌$营销等方面的不断超越!一如既往的开
拓自主发展之路! 全力打造自主品牌发展
辉煌新十年%

!"#$%& 随着国内中级车市
场的不断扩张! 针对性更强且能够引领
中级车未来技术与设计潮流的高端中级
车正成为新的市场增长与关注点% 今年
(月! 一汽大众推出的全新速腾可谓欧
系品牌在中国高端中级车领域的代表车
型%(个月后的 0月 $6日!@1&标致雪铁
龙集团也在巴黎解密了旗下最新高端中
级车(((-45!并明确表示该款车将在今
年年底引入中国%毫无疑问!这款雪铁龙
倾力打造的全球战略车型将成为速腾最
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同为欧系高端中级车的代表! 雪铁
龙 -45 与大众速腾都继承了欧洲汽车
优秀的工业设计传统和引领潮流的前沿
科技%尤其是在作为&汽车心脏#的动力
系统方面!雪铁龙 -45与大众速腾都选
择了采用缸内直喷技术的涡轮增压发动
机作为主动力配置! 体现出强烈的欧洲
特色%

-45 +*0.车型装备的是一款名副其
实的&欧洲心脏#%这款 +*0 .A@&全时增
压#.发动机)下称!+*0.A@发动机*由法
国 @1&标致雪铁龙集团和德国宝马集团
联合开发! 融法系发动机高效节能与德
系发动机低转高扭优势于一身! 实现了
惊人性能和出色燃油经济性的完美平
衡%

-45的 +*0.A@发动机选择 +*05 这
一中级车黄金排量! 并采用缸内高压直
喷及双涡道涡轮等领先科技! 有效减少
传统涡轮增压发动机由于低排气压带来
的涡轮迟滞现象%

+*0.A@ 发动机的涡轮增压器在转
速仅为 +666 转B分时就开始介入工作!

当转速升至 +466 转B分时即可输出
$468*9的峰值扭矩!且这一扭矩可以一
直保持到 4666转B分! 全面覆盖了从起
步加速到高速巡航的宽泛转速区间!并
能在高速时实现 +$6CD的强大功率输

出% 这一优异特性保证了在日常驾驶最
常用的转速范围内都有强劲而迅猛的加
提速性能! 让用户真正感受到全时全路
况的最佳 .动力体验%

相比之下! 速腾主要采用的德国大
众 +*4.1E 发动机最大功率仅为 )0CD!

$$68*9 的峰值扭矩输出范围在 +!76F

(766转B分!不仅最大功率和峰值扭矩与
-45的 +*0.A@相比全面落于下风!且其
峰值扭矩输出的转速范围也比 +*0.A@

窄了约三分之一%

如此傲人的表现让 +*0.A@ 发动机
被业内专家评价为 "代表现阶段欧洲乃
至全球汽车领域的最高技术水平+,!其
所收获的诸多荣誉也充分印证了这一
点%自面世以来!该款发动机已经连续 0

年蝉联国际发动机权威杂志 -GHIJHK

.KLMHNONIP EHQK:HRQJNHRO.+>45 至 +>,5&最
佳发动机,大奖!不久前又被评为 $%++

年&沃德十佳发动机,之一%

!"#$%& 近日!记者从力
帆汽车了解到! 截至 $%+$ 年上半
年! 力帆汽车在全国建立的服务站
数量总体已经超过 7%%家! 其中星
级服务站比例接近 !%S% 而随着不
久前力帆汽车推出的首批力帆 T06

服务救援车正式投入使用! 力帆汽
车各服务网点的服务质量再次得以
升级!整体服务水平提升再次加速%

广大力帆汽车车主因此也将可以享
受到更加便捷$更加高效$更加高水
准的服务保障%

从初入汽车市场开始!力帆汽车
就把提升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战略
重点% 坚持从内部管理和外部良好
形象两个方面提升整体服务水平%通
过自身实力与外部形象的不断提升!

紧贴消费者需求!让用户在享受更优
质服务的同时!在视觉感受$身心体
验方面!同样有一个愉悦心情%

在内部管理方面! 力帆汽车以
&用户满意,为目标!建立起&服务运
营督导,管理体系%一方面坚持落实
岗位认证制!引入专业机构实施各项
专业技能的培训'另一方面!帮助转

变人员服务意识!变被动服务为主动
服务%不断强化终端各级工作人员的
服务意识!帮助消费者把问题考虑在
前!通过自身专业能力!主动协助用
户解决问题!让用户省心%

与此同时!力帆汽车出台多项政
策帮助提升终端服务环境和服务水
平!树立起良好的外部形象%不久前!

首批由力帆 T06统一改装的道路服
务救援车发往服务终端!成为服务站
$4小时救援服务工作的专用车辆!

大大提升了力帆汽车的服务水平!让
消费者切身感受到力帆汽车提供的
更快捷$更方便$更标准的服务%

在提升现有渠道服务水平和盈
利能力的基础上!力帆汽车继续坚持
渠道下沉!开发优质服务渠道!对服
务意识差$服务能力太弱又无法实现
提升的少部分服务商实行关$停$并$

转的调整策略%坚定执行服务标准流
程!加强服务现场 01管理!实施服务
过程各项指标管理!细化每个服务环
节的规范! 将星级与关键指标挂钩!

推进力帆汽车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实
现更大的提升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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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进入一年中
天气最炎热的时间! 新闻里橙色警
报$红色预警频繁发出!不止高温天
气不断!还有暴雨袭击!甚至台风也
在沿海地区不期而至%频繁的天气变
化对行车也是一种考验!这对汽车的
配置也有了更高要求% 夏季用车!你
的爱车是否都准备好了呢/

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的一款获得
&五星U,车型!全新第七代凯美瑞凭
借全面周到的功能配置!足以陪伴车
主轻松度过这个悠长的夏季!让车主
们真正体验到高科技带来的安全$舒
适生活%

夏天是一个容易爆胎的季节!

过高的温度导致胎压升高! 甚至可
能因爆胎而引发事故% 全新第七代
凯美瑞配备全新升级的 .@D1自定

位胎压监测系统! 驾驶者可以通过
中控台屏幕实现对轮胎压力的实时
监控!当轮胎处于不正常气压值时!

仪表盘胎压报警灯将会亮起! 避免
危险事故发生%

夏天除了热以外!雨水也是影响
安全行车的一个因素%全新第七代凯
美瑞配备雨量感应式雨刮也为行车
的安全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众所周
知! 在行车时反复调节雨刮的快慢!

势必会影响驾驶员的操控!而全新第
七代凯美瑞的感应雨刷!在雨天能够
根据雨量感应器测量雨水大小!自动
调节雨刷速度%

而在预见风险方面!全新第七代
凯美瑞率先搭载了&@-1U&--,安全
组合!为行驶中的车辆提供了动态安
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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