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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月 4 日，马自达（中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公布了马自达品牌车型今
年 1-4 月在中国市场的零售销售业
绩：1-4 月累计销售 72,200 辆， 同比
增长 7%；4 月单月销量 14,569 辆 ，同
比减少 19%。

从 1-4 月份两个销售网络的销
量来看 ， 一汽 马 自 达 共 实 现 销 售
43,873 辆，同比减少 2%；长安马自达

销售 28,327 辆，同比增长 24%。
对此，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山田宪昭表
示：“马自达 4 月的销量虽因车市销售
环境严峻，导致销量结果不及预期，但
我们计划 5 月后通过强化促销及导入
新产品，努力恢复销售势头。 ”

马自达计划在今年年末，将一汽
马自达及长安马自达的 4S 店总数扩

充到 420 家以上， 截至 4 月末 4S 店
总数已达到 375 家。 此外，通过上月
推出的 Mazda6 睿翼 2012 款、及计划
在今年夏季引进的搭载新一代“创驰
蓝天技术” 的全新 SUV 车型“Mazda
CX-5”， 以进一步扩充在华产品阵
容。

（谭遇祥）

主力车型 Mazda3 星骋、Mazda6 持续热销

� � � � 5 月 5 日， 由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主
办、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一汽丰田）CROWN 皇冠品牌全程冠
名赞助、大正高尔夫承办的“2012 皇冠杯
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精英挑战赛”在
梓山湖豪迈开杆,“皇冠杯” 高尔夫球大
赛 2012 赛季正式拉开帷幕。 湖南省体育
局副局长李贵、 湖南省高尔夫球协会秘
书长曹品质与一汽丰田华中大区经理李
宁永共同开启了本次赛事。 开球仪式上，
一汽丰田特别邀请到外籍 SGA 高级职
业教练与大家交流互动， 使本次赛事更
具国际水准。

2011 年， 长沙地区选手以优异的成
绩勇夺个人赛和团体赛双料冠军， 获得
了澳洲高尔夫八天体验之旅大奖。 今年，
长沙站作为“皇冠杯”的首站，吸引了更
多年轻选手的踊跃参与， 让本项赛事呈
现出更具活力的新面貌， 赛事进程也更
为紧张刺激。 “创新后的‘皇冠杯’高尔夫
球赛， 为华中地区的车主带来了更丰富
的高尔夫球体验。 而通过口碑相传，我相
信皇冠品牌在华中地区将受到更多消费
者的喜爱。 ”一汽丰田华中大区经理李宁

永如是说。
为了鼓励更多的选手积极参与到比

赛中来，今年的“皇冠杯”在往年“城市选
拔赛”的基础上，特增设“外卡资格赛”以
拓宽参赛途径， 各城市入围总决赛名额
增至 7 名，提高了入围可能。 本次大赛还
在北京站新增女子赛， 为女选手提供一
展身手的舞台。 为回报城市精英对“皇冠
杯”的长期支持，一汽丰田升级奖项，分
站赛优胜选手也可获得超值球具等丰厚
奖品，总决赛优胜者除物质奖励和“中高
协”认定的业余选手积分外，更将获得赴
新西兰参与高尔夫训练营的桂冠之旅。
专业的赛事规则和完善的奖励机制，也
让来自英国的高级职业教练大卫斯科特
称赞有加，他表示：“‘皇冠杯’高尔夫球
赛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具专业水平的业
余高尔夫球赛事。 ”

“皇冠杯” 既是全国各地的业余高
尔夫精英切磋较量的运动场，也是皇冠
车主交流思想、 品味生活的专属平台。
通过“皇冠杯”这一平台，皇冠品牌一直
倡导的健康 、和谐 、高端的生活理念在
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城市精英中获得了

广泛的共鸣；而城市高尔夫精英们追求
卓越、睿智静雅、阳光健康的群体形象，
也成功地诠释了皇冠的品牌内涵。 “皇
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精英挑战
赛 ”的持续发展和规格升级 ，既促进了
高尔夫运动的推广，也令皇冠品牌更加

深入人心，为高尔夫运动爱好者和皇冠
车主带来更高品位的人生体验。

据悉，长沙站赛事结束后，大赛还将
于 2012 年 5 月至 9 月在广州、 杭州、天
津、北京、深圳、青岛、上海、大连、成都、
苏州、福州 11 个城市热烈展开，城市选

拔赛个人前 5 名选手、 皇冠车主第 1 名
选手以及外卡资格赛前 2 名选手将晋级
角逐全国总决赛。 今年“皇冠杯”谁主沉
浮，长沙队能否续写去年辉煌，让我们拭
目以待。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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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菲跃作为官方指定用车，既是广汽菲亚特获得的肯定和荣耀，更是展现
企业风采的窗口。

时尚设计
凭借独特而时尚的原创设计 ，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为用户带来
卓越的驾驶体验与完美的多种使用
功能。 刚毅的前脸勾勒出车身简洁
明快的线条， 呈现出一种强健硬朗
的风格。 镀铬边框的蜂窝状格栅中
镶嵌着菲亚特标志， 暗示了这部车
的率性不羁与雄厚力量。 而时尚的
卤素大灯提供良好的路面照明 ，保
险杠上安装了雾灯， 确保在不良天
气条件下仍保持清晰的视野。 与车
身同色的保险杠围绕着大灯和灯罩
形成一个优雅框架。

从侧面看，平整顺直的车身线条
与黑色不透明的挡风雨条极具流畅
感，大型拱形的轮眉则彰显了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无与伦比的运动天赋。
菲亚特 Freemont 的独特个性在

车尾部分也得到了延展，尾门上装配
了后扰流板， 以增强空气动力学性
能。 新颖的 LED 尾灯组合在尾门下
端水平展开， 同车身结合在一起，散
发出这位菲亚特家族新成员的强大
气场。后窗底部安装的一组尾灯也显
著提升了车厢尾部的可见度。

超凡空间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的内部空

间旨在为用户带来温馨舒适和专业
至尊的驾驶享受，多种座椅组合则可
以满足运送乘客和装载货物的需求。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提供五座和七
座两个版本的车型，以满足顾客的不

同需求。七座版本的内部空间源于剧
院内部设计： 第二排比第一排稍高，
而第三排则更高一些，确保每一排的
乘客都拥有开阔的视野。

第三排座椅可以被轻松放倒，使
之与行李舱地板齐平，并融为一体，令
整部车变身为五座版本， 同时提供了
一块宽敞而平整的行李空间。 而第二
排与副驾驶座椅也都可以完全放倒。

作为一款实用而温馨的座驾，无
论是放松身心或出游旅行，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都能将十足的舒适感
带给车内所有乘客。 为实现这一目
标，设计师把对现代人体学的研究完
美融于车辆设计中，最终完成了一件
卓越超群的作品。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的每一个细节， 都体现了舒适

性、操控性、便利性及多功能性。

澎湃动力
在大气时尚的外型下，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拥有一颗桀骜不驯的
内心。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首先提
供搭载汽油发动机的两驱版本，配备
先进的 2.4L 双 VVT 发动机和 6 速
手自一体自动变速箱。这款发动机汲
取了先进技术的精髓， 实现了性能、
油耗和驾驶乐趣三者之间的完美平
衡。 之后，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将提
供四驱 （AWD）版本 ，配备 276 马力
Pentastar 3.6 升 V6 汽油发动机及 6
速手自一体自动变速箱，兼顾了驾乘
的舒适和安全。

车内齐全的高科技设备，如三区
自动空调、信息娱乐系统、无钥匙进
入系统、一键式启动等超越同级别车
的装备，为驾乘者带来惬意有趣的舒
适享受。 同时，高质量的隔音材料和
设施，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小噪音和路

面崎岖造成的车身振动。

顶级安全
安全，则是这款全越界 SUV 提

供给驾乘者的坚实承诺。 早在诞生
之初，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就旨在
为用户提供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它
的底盘设计具有强大的冲击吸收能
力， 以确保在发生碰撞时发挥出最
大效用。 车身、机舱盖、车门、座椅以
及方向盘柱的设计都考虑到了对乘
员的保护。 这些零部件在可能发生
的事故中所发挥的作用已历经多次
试验。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的车身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采用高强度
的合金钢材， 构造出一个坚固而安
全的结构， 确保能良好地吸收撞击
所产生的能量， 提高驾驶舒适性并
实现出色的操控。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的车身结
构采用了超过 36%的高强度热成型
钢，优化了车身重量和结构刚性。 车

头、车尾、空腔型加强件以及车门槛
部件上广泛采用了双相钢， 这意味
着这些部件能够用相对有限的体积
应付较大的负荷。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的操控系统易于操作，可以帮助
驾驶员在出现意外时轻松化险为夷。
此外， 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还拥有
当今最尖端的电子动态控制装置，对
制动力和牵引力进行精细控制。除了
坚固刚毅的车身，众多的高科技驾驶
警示及辅助系统更是构筑起全方位
坚实可靠的安全防护体系。 在标配 6
个安全气囊的同时，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还安装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 、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 、ERM 电子
防侧翻系统 、TPMS 胎压监测系统 、
TSD 拖车稳定系统、定速巡航及儿童
座椅抬升装置辅助系统，最大程度地
提高了车辆的安全系数，降低事故发
生机率。顶级的安全配置帮助菲亚特
Freemont 菲跃在欧洲 NCAP 碰撞
测试中荣获五星。

广汽菲亚特菲跃车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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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今年 1-4月在华销量增长 7%

� � � � 5 月 18 日，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将在长沙隆重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土生产的广汽菲亚特旗下
全越界 SUV 菲跃凭借出色的品质正
式荣膺大会贵宾唯一指定用车，且于
今日正式交付使用，为参加大会的近
千名境内外贵宾提供全程的会务接
待服务。

中博会是为了落实中央政府关
于促进中部崛起的重大决策而举办
的大规模、 高规格的区域性经贸活
动， 是推动中部六省扩大对外开放
和加强区域及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 而对于各大车企，这更是一个
展示品牌实力和形象的绝佳机会 。
广汽菲亚特落户长沙后 ， 在湖南省
各级政府的支持下飞速发展，“世界
级工厂”———WCM 工厂已经巍然矗
立 （“WCM”是包括人员管理 、生产
设备与流程、 以及物流管理在内的
顶级质量和技术的管理体系 ） 首款

国产车型、 整车产品性能指标为国
际同类车型最先进水平的中级车菲
翔将于今年 6 月底下线 ， 第三季度

正式上市销售 ；博悦 、菲亚特 500 等
进口车型逐步获得市场认可 。 广汽
菲亚特菲跃作为菲亚特品牌在中国

上市的第一款 SUV， 更是凭借出色
的表现和实力赢得了中部投资贸易
博览会的青睐， 被选为官方指定接
待用车。

“中博会选用菲跃作为指定接待
用车，既是广汽菲亚特展现自我的窗
口，也是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
广汽菲亚特执行副总经理蒋平表示，
广汽菲亚特将全力做好会务接待服
务，向所有嘉宾和客商充分展现广汽
菲亚特的优秀产品和优质服务。

据悉，于今年 1 月上市的菲跃是
目前菲亚特品牌在华产品序列中最
为重要的车型之一，它拥有同级产品
中为数不多的 3 排 7 座超大承载空
间、30 多种变化组合的座椅模式，并
且配备 6 个安全气囊、ESP 电子稳定
程序 、ERM 电子防侧翻系统 、TPMS
胎压监测系统等多种安全配置，加之
出色的动力和稳健的操控性，必将给
嘉宾带来更加舒适 、 惬意的乘坐感

受。
“知责思为，共创同享 ”，广汽菲

亚特始终将责任放在首位，在致力于
为客户提供最完美产品和最优质服
务的同时，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
感，做一家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在自
身发展的同时，广汽菲亚特积极促进
具有世界先进技术的汽车零部件厂
家与现地零部件厂家的技术合作、合
资。 在湖南省、长沙市以及长沙经开
区的大力支持下，公司还在主机厂周
边规划了首期约 800 亩的零部件园，
已有 8 家零部件企业进驻并将与公
司同步投产。 此外，公司还在促进广
东、湖南两省汽车企业与菲亚特集团
在资本、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 对促进粤湘两省经济社会发

展，加强中意经贸往来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本次为第七届中国中部投资
贸易博览会免费提供 200 辆接待用
车，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更是一个新
的起点。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郑显聪表示 ， “这次中博会
‘开放崛起 ，绿色发展 ’的主题与菲
亚特 ‘人生如此美丽’的品牌定位、
积极打造零排放绿色工厂的理念不
谋而合。 今后，广汽菲亚特将继续秉
承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 致力于
推动行业及社会的不断前行 。 本着
植根湖南、立足中国的理念，广汽菲
亚特将积极履行其作为优秀企业公
民的责任，为湖南经济、社会、文化 、
环保等方面作出贡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