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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 月 13 日 ， 由上海大众中南大
区倾力打造的 “穿越中南 上海大众
Tiguan 途观进享版节油挑战赛 ”完
美收官。 8 月 10 日，由 7 台进享版途
观以及 3 台同类型城市 SUV 组成的
挑战车队浩浩荡荡从武汉出发 ，途
经咸宁 、岳阳 、长沙 、株洲 、南昌 、九
江 、黄石等城市 ，于 13 日下午安全
返回武汉 。 最终途观进享版以绝对
的低油耗表现彻底征服了参与本次
节油挑战赛车主及见证本次活动的
媒体代表。

低油耗、高动力，俨然已经成为汽
车领域一直都难以逾越的一条鸿沟，
特别是在追求驾驭感的 SUV 市场，更
显得可求而不可及。 一直以来，手动操
控被追求驾驭乐趣的车主视为驾车的
唯一方式 ：起动 、加速 、变线 ，一气呵
成、万丈豪情，而上海大众汽车于 7 月

中旬限量推出的全新升级版手动挡车
型———途观进享版，无疑是对这一“矛
盾体”尖锐挑战并为追求驾驶乐趣、注
重操控感受的个性消费者提供了全新
的选择。 途观进享版以 1.8TSI 涡轮增
压汽油直喷发动机与 6 速手动变速箱
的强劲动力组合， 搭配全新的智能导
航、车载蓝牙通讯等前瞻智能科技，定
能撑起当下城市 SUV 市场的另一片
崭新天空， 让广大车主尽情畅享精彩
现代人车生活。

志在跨越 手动掌控驾驭激情

全新途观进享版搭载劲道十足
的 1.8TSI 涡 轮 增 压 汽 油 直 喷 发 动
机 ， 以常规发动机不可比拟的低速
高扭表现 ，将纵情驰骋 、自由随心掌

控的驾驭感完美呈现 。 1.8TSI 发动
机的额定功率为 118KW，在 1500 转
就可以获得 250 牛·米峰值扭矩 ，而
加速力堪比其他自然吸气发动机的
2.4L 车型 ， 让热爱操控的消费者从
踩下油门的那一刻就能清晰感受到
强 劲 动 力 带 来 的 风 驰 电 掣 的 加 速
感 。 与 1.8TSI 发动机相配合的 6 速
手动变速箱 ， 无论面对公路或是崎
岖山路 ，都有绝佳的操控感 ，动 、静
之间的转换只在刹那间 ， 平顺而机
敏。 不仅如此，在澎湃动力与灵敏操
控之外 ， 途观进享版更是兼具燃油
经济与绿色排放 ，90km/h 等速油耗
仅为 5.9L。 随系配备的 17 吋 “波士
顿 ”铝合金轮毂 ，与性能出众的绿色
节能轮胎相互配合 ， 让车轮在巅峰
极速的转动中将动力与环保发挥到
极致。

恣意畅行 科技引领品质生活

途观进享版延续了途观车型一贯
的丰富前沿科技魅力，加载了 RNS315
导航系统，囊括了 USB 带 iPad/iPhone
接口功能、AUX-IN 音频接口、SD 卡
播放、单碟 CD、6.5"触摸屏以及手机蓝
牙通讯系统等在内的强大功能， 不仅
为驾驶过程增添乐趣， 也为都市生活
提升品质感。 与此同时，途观进享版在
安全科技方面亦表现出优于同级的细
心周全， 其中，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
能尤其值得称道。

除 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之
外， 途观进享版还配备了包括 ESP 电
子稳定系统和 TPR 胎压自动检测系
统等在内的众多最前沿的主动安全科
技，让消费者在自由驰骋的同时，感受
到由先进科技带来的品质生活。

穿越中南 上海大众 Tiguan途观进享版
节油挑战赛完美收官

本刊记者 王天笑

� �近日，“卓越品质·优质服务·安心
消费———2012 年广汽丰田汽车消费
教育大讲堂”活动在长沙举行。此次活
动是在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导下， 由中
国消费者报社、 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和长沙市消费者委员会联合主办的，
广汽丰田作为大讲堂上唯一的车企代
表为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提供了大力
支持。

一直以来， 广汽丰田将积极履行
社会责任视为企业的基本职责， 始终
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
服务。参与“汽车消费教育万里行” 大

讲堂三年， 广汽丰田希望通过持续不
断地举办此类活动， 积极响应中国消
费者协会的号召， 拉近汽车厂家与消
费者之间的距离， 为汽车行业打造出
更加安心无忧的消费环境。

汽车投诉呈上升趋势
沟通平台亟待建设

近年来，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逐
年激增，有关汽车消费的投诉也在不断
增加。 作为全国汽车消费的重点城市，

长沙市的汽车投诉情况也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提高产品

和服务品质， 营造一个健康的消费环
境，是当前亟待汽车行业思考、研究的
重要课题。 据了解，2011 年广汽丰田
共受理投诉 5000 余起，其中长沙地区
收到 81 起。 投诉基本上得以和平友好
解决。今年，广汽丰田再次与中国消费
者协会联合举办 “汽车消费教育万里
行”大讲堂，也是希望能给相关部门、
厂家和消费者提供更多沟通的平台，
为中国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带来建设
性的思路。

产品、服务零距离接触
强化汽车消费认知

汽车行业飞速发展的同时， 消费
者对汽车消费的认知也亟待提高。 汽
车消费教育大讲堂活动的举办， 对普
及汽车知识， 推动长沙市汽车消费市
场更加成熟规范， 消费维权更加科学
理性，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除了行业专家与消费者亲密交
流， 今年还针对长沙地区的投诉重点

问题，特别设置了汽车安全科技、产品
和养护讲解、试乘试驾、维修车间参观
等互动环节。

车市进入“品质时代”
广丰品质引领行业

想要造出具有良好品质的产品，
仅仅依靠制造能力是不现实的， 它更
考验着一个企业的综合能力。 作为厂
家， 广汽丰田一直高度重视提升产品
品质和售后服务。 自成立以来， 秉承
“顾客第一”的理念，广汽丰田构建起
由“先进的工厂、创新的渠道、卓越的
产品”组成的“三位一体”高品质保障
体系， 为国内汽车消费者带来了超越
期待的高品质体验。

广汽丰田销售本部销售副部长郑
衡表示：“今后， 我们将继续以多样化
的方式对消费者开展汽车消费教育，
同时，我们也将积极与消费者、行业协
会进行沟通， 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切
身需求， 进一步提高我们的产品和服
务质量， 为构建良好的汽车消费环境
贡献一份力量。 ” （王天笑）

汽车投诉持续上升 消费大讲堂破解汽车消费难题

� � � � 日前， 英国顶级豪华轿车品
牌———宾利正式进驻长沙，揭开了
宾利在湖南地区发展的序幕。为庆
祝此次开业，刚于 4 月北京国际车
展中首度亮相的两款重量级车
型———慕尚女王登基钻禧纪念版
以及全新欧陆 GTC 敞篷轿跑车齐
齐亮相长沙，并在现场举行了首发
仪式，充分说明了宾利对长沙市场
的重视。 同台展出的还有深获年轻
新贵车主喜爱的欧陆 GT 轿跑车
以及最受中国市场青睐的欧陆飞
驰，超豪华阵容将宾利的品牌精髓
“无尽驾驭，奢华典范”完美呈现。

目前，长沙凭借丰富的物产资
源和重要的地理位置， 逐步发展为
中国中部地区的经济、文化、交通中
心，影响力辐射全国，拥有巨大的奢
侈品消费潜力。 宾利长沙展厅的设
立对宾利在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它的成立势必进一
步带动长沙地区超豪车市场的发
展，连同宾利武汉、郑州、太原、西
安、成都以及重庆，在华中地区连成

一圈更密集的布局， 让宾利进一步
拉近与更多华中地区高端客户之间
的距离。 宾利将为当地客户提供最
为尊贵的皇室级服务， 使宾利成为
他们心中的不二之选， 在持续推进
宾利品牌发展之余， 也将进一步推
动当地超豪华车市场的发展。

中国超豪华车市场竞争日趋激
烈，而宾利凭着传承近百年的精湛手
工艺、卓越的造车技术和深厚的品牌
底蕴，继续引领市场发展。 相信宾利
长沙的未来也必将如日东升，为宾利
开创更辉煌的业绩。 （谭遇祥）

宾利长沙盛大开业 英伦豪门震撼入驻

� � � �近日，本刊记者从湖南永通华
盛 4S 店了解到， 为庆祝北京现代
朗动动感来袭 ，8 月 13 日至 8 月
23 日，湖南永通华盛 4S 店将带来
五重惊喜。

据悉，活动内容包括：第一重
热浪，来店有好礼。 活动期间凡到
店客户均可获得由北京现代提供
的精美礼品一份；第二重热浪，专
车接送来看车。 长沙市内的客户
来店看车，提前一天拨打预约看车
热线就有专车上门接送 （预约热
线 ：0731-89780888）； 第 三 重 热

浪，朗动购车享豪礼，订金十倍往
上翻。 活动期间订购新车朗动，定
金 10 倍欢乐送，200 元变 2 千；第
四重热浪 ，10 台特供车 ， 震撼推
出。 悦动 1.6 自动标准版升级为全
能特惠版 ，价格 124800，优惠 2.2
万，IX35 精英版升级为非凡时尚
版，价格 218000，优惠 2.6 万；第五
重热浪，乐享购车大礼包。 活动期
间购车客户均可获得价值 1880 元
购车礼包 6 件套 （全车膜+挡泥
板+方向盘套+脚垫+香水+牌照
框）。 （徐萌）

北京现代朗动来袭 永通华盛引爆全城热浪广汽丰田汽车消费教育大讲堂活动现场。

英国顶级豪华宾利轿车。

2012 年广汽丰田汽车消费教育大讲堂长沙站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