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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至 25 日， 广汽丰田在
星城长沙举行了“逸生活·致精彩”逸致
全体验之旅。 本次活动是“逸致全体验
之旅”系列分站活动的第六站，以“休闲
之旅”为主题。据悉，为了让广大消费者
更加全面、 深入地体验逸致的产品价
值， 以及由此带来的时尚活力生活方
式，广汽丰田将依次在“北京、沈阳、上
海、杭州、青岛、长沙、成都和广州”全国
八大城市开展“逸生活·致精彩”逸致全
体验之旅活动。

此次长沙“逸致全体验”活动，设置
了从长沙到宁乡的休旅试驾体验路线，
在近 100 多公里的驾车路程中，通过沿
途的“节油比拼”，大家充分体验到了逸
致“双 VVT-i+CVT”铂金动力组合所
带来的强劲动力和卓越的低油耗表现。
此外，在宁乡的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空
间体验游戏、倒桩游戏、车内寻宝趣味
游戏，让参与者在趣味互动中体验到逸
致的大空间、灵活操控性与车内人性化

配置等。
随着国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

观念的转变，中国汽车消费进入了一个
全新的多元化消费时代，商务和家用兼
顾，时尚和实用并重，成为当前汽车消
费的主流诉求。 在这种新需求的驱动
下， 多功能车市场正成为新的增长点。
作为国内首款以中高级车标准打造的
时尚多功能车，FUV 逸致适时、精准地
填补了这一细分市场空白。 它集合了
“轿车的舒适性和燃油经济性、MPV 的
大空间和多用途、 城市 SUV 的时尚动
感和高安全性”于一体，可完美的均衡
商务与生活、事业与家庭，能满足消费
者家庭生活和商务接待等多种用车需
求。

据了解，逸致是广汽丰田按中高级
车标准精心打造的首款 FUV 时尚多功
能车，拥有 1.6L、1.8L、2.0L 三种排量共
计 6 款车型。 其中 1.8L 分别设有 5 座
版和 7 座版。 在颜色上共有珍珠白、钨

金灰、 香槟金、
云母蓝、水晶银
和紫钻黑 6 种
选择。

逸致是中国
首款以中高级
车标准打造的
FUV 时尚多功
能车。 它拥有比凯美瑞还长的 2780mm
超长轴距， 确保了宽敞的车内空间，随
着座椅的独立变换， 一共有 32 种空间
组合模式， 当第二第三排座椅放倒，就
会形成 1665L 的超大行李箱；它搭载的
“双 VVT-i+CVT”铂金动力组合，使这
款车具有澎湃动力的同时，具有出色的
燃油经济性以及平顺的操控； 同时，逸
致全系标配 ABS、EBD、BA 以及 HAC
（上坡起动辅助控制系统）、TRC、VSC
等在中高级车上才广泛应用的安全配
置，并拥有五个安全气囊，180G 等级以
上车型更是拥有七个气囊，安全性能之

高可见一斑；此外，逸致还拥有广角车
内对话镜、 泊车雷达 、ECO 节油指示
灯、定速巡航等高科技配置。可见，逸致
是一款具有“高科技、高配置、高安全、
低油耗”优势的全新车型。

逸致这一款车型最大的特点是集
合轿车、MPV、SUV 三种车型优势于一
体，具有“时尚动感的外观和高品质的
内饰、宽敞多变的空间、充沛的动力和
出色的燃油经济性、 顶级的安全性能”
四大产品优势， 自从今年 7 月 16 日上
市以来，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关注与喜
爱，取得了优异的市场表现。

11 月 25 日,省安委会在湘潭市隆
重举行 2010 年度省级安全生产示范
乡镇（街道）命名表彰暨奖励安全监管
车辆发放仪式。 仪式为省人民政府命
名表彰的 2010 年度省级安全生产示
范乡镇授牌, 奖励安全监管执法车辆。
这批奖励车辆全部是吉利全球鹰远景
轿车。

全球鹰远景最大卖点是搭载了吉
利自主开发的、“世界先进、中国领先”
的 CVVT－JL4G18 发动机， 该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到 102 千瓦， 升功率达到
57.2 千瓦，性能指标相当令人刮目。 而
且在动力性、安全性、操控稳定性、舒
适性、节能环保五大性能方面，也体现
了吉利最前沿的科技和设计理念。

作为一款自主品牌的车型， 远景
轿车无论是发动机还是车身都是自主
设计制造的，在最近一次 C-NCAP 测
试中荣获四星级安全评定， 在所有完
成配装测试的自主品牌中独占鳌头 ，
成为中国自主品牌有史以来在该项测
试中获得的最好成绩。

远景在品质上算得是同类车型中
的上乘之作，但从销量来说，现在看来

还没有释放应有的价值，也可以说，远
景是一款严重被低估的车型。 但所谓
真金不怕火炼， 相信伴随着消费者对
远景的了解， 远景塑造辉煌之日不会
太遥远。

简短的交车仪式后，94 家受表彰
乡镇代表驾驶获奖车辆直接返回工作
岗位， 组委会也未举办午餐等后续活
动。 （蒋洋）

11 月 25 日，马自达汽
车株式会社开发出世界首
款面向乘用车的在充放电
时采用“电容器”的制动能
量回收系统。 马自达将其
正式命名为 “i-ELOOP”,
并计划从 2012 年开始应
用于部分上市车型。

“i -ELOOP” 是 “In鄄
telligent Energy Loop” 的
简称 ，表达了马自达以高
智能先进手段有效循环
利用能源的环保决心。 马
自达 “i -ELOOP”的独特
之处在于使用了 “电容 ”
这一电子原件 ，它具有能
够快速充放大量电力 、即
使长期反复使用也不易
老化的特点。 通过该项制
动能量回收系统 ，可以将
车辆减速时所产生的动
能转化为电力 ， 以供空
调 、音响以及其他车载电
器设备的使用 ，在频繁进
行加速 、制动的实际行驶
中可以降低油耗
约达 10%。

此外， 制动
能量回收系统还

可与马自达独立开发的智
能怠速停止技术 “i-stop”
结合使用，并相得益彰。

马自达同时也正致力
于开发能够大幅提升内燃
机效率的 “创驰蓝天 ”技
术， 通过与减少行驶空耗
且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的
“i-stop” 智能怠速停止技
术 ，以及 “i-ELOOP”制动
能量回收系统等电气设备
的完美融合， 马自达有信
心将为全球用户奉上具备
高度环保安全性能， 同时
又 充 满 马 自 达 独 特
“Zoom-Zoom” 驾乘乐趣
的车 型 。

（徐萌）

近日，号称中国最大
铁路门户媒体的华铁传
媒在长沙潇湘华天大酒
店隆重举办 “华铁传媒
2012 年媒体推介会暨高
铁 、 动车媒体招商说明
会”，宣称：将依托低、中、
高端各色媒体资源，全方
位打造中国铁路无缝传
播网络。

目前，华铁传媒的铁
路传播网络纵深南北、横
跨东西，整合了 1700 多列
优质列车，落地全国 5000
多个火车站点， 拥有 200
多万个媒体点位，年覆盖
约 12 亿人次，市场占有率
超过 90%。 在传媒行业开
启新征程之时，华铁传媒
在众多铁路媒体代理商
中顺利突围，成功获取武
广 、京沪 、沪宁杭 、成渝 ，
以及华中地区和沿海地
区等全国大部分主干线
路的高铁、动车平面媒体
广告资源。 （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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