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广州、 上海成功举行后，8 月 9 日上
午，广汽丰田“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科技无限
之旅———科技引擎启动未来”移师第三站南
昌。 在人流涌动的江西省体育馆，全新第七
代凯美瑞各大零部件以各种高科技手法被
设计师解构之后， 有序地陈列于观众面前，
为观众带来了极具冲击力的视觉体验；而在
动态试驾区， 观众则可以通过动态试驾，全
方位感受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的卓越性能与
领先科技。

“科技引擎启动未来”全新第七代凯美
瑞科技无限之旅是广汽丰田自推出全新第
七代凯美瑞之后开展的创新式互动体验活
动。 这个活动拉近了汽车设计师与消费者之
间的距离，呈现于消费者眼前的，不再是如
同天书般的技术参数，而是简单透彻且趣味
十足的图片、视频甚至是游戏，让冰冷的科
技变得平易近人、通俗易懂。 在这里，你不仅
能读出汽车的升级历程，还能触摸未来的汽
车技术。 据了解，继南昌站之后，广汽丰田还
将继续于 9 月在北京举行该系列体验活动。

今年 3 月份，丰田（中国）发布“云动计
划”。 根据计划，丰田将围绕“环保技术、福祉
车、商品、服务、事业、社会贡献活动”六个关

键词加速在中国的事业步伐。 其中环保技术
方面，将以混合动力技术（HEV 技术）为代表
的丰田节能新能源技术战略作为重中之重。
广汽丰田旗下凯美瑞·尊瑞在全国范围内的
发布及陆续上市，成为了“云动计划”推进过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项举措。

与此同时，由广汽丰田主办，《中国国家
地理》及佳能品牌打造的“未来科技 镜览历
史”中国世界遗产探访之旅也已在上海成功
启程。 在上海站活动中，众多参与者既充分
感受到了驾驶凯美瑞·尊瑞穿行于世界遗产
风光之中的愉悦与畅快，也深刻体验到凯美
瑞·尊瑞与所到的历史人文风光所共同诠释
的“静·智慧”魅力。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随
着凯美瑞科技体验营相继开展，这一发现之
旅也将更加精彩纷呈，值得期待。 广汽丰田
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冯兴亚表示 ：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全球，有三十多年发
展历史的凯美瑞一直引领着中高级车的发
展。 今天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科技无限之旅活
动，就是希望以互动体验的方式，让消费者
能够亲身感受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的巅峰科
技魅力，同时也领略未来汽车技术的发展方
向。 ”

六大特色展区 直观感受领先科技

走进静态展区 ，“品牌馆 ”、“动力体验
区 ”、 “安全体验区 ”、 “豪华配置体验区 ”、
“HEV 混合动力区”、“客调区”六大特色展区
依次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这六大展区中穿
梭，你会感觉如同置身于时空隧道之中———
流连于历史， 认识凯美瑞 30 多年的历史征
程；驻足于当下，深度了解全新第七代凯美
瑞的先进科技；穿越进未来，体验未来汽车
科技的发展。

精彩动态试驾 全面体验卓越性能

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试！ 在六大
体验区里，我们已经领略到全新第七代凯美
瑞的科技魅力。 事实是否如此，还需要我们
一试。 在动态试驾体验中，厂家提供了全新
第七代凯美瑞、凯美瑞·尊瑞、凯美瑞·骏瑞
三大车型，通过路面试驾体验，让消费者亲
身感受凯美瑞先进配置带来的驾乘感受。

据了解，在此次试驾活动中，如果有参
与者余兴未了， 还可以通过联系当地经销
商，另约时间进行试驾，体验全新第七代凯

美瑞的驾驶乐趣。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活动无论是展出的

车型全新第七代凯美瑞，还是活动本身互动
体验的创新方式，都彰显出广汽丰田在汽车
尖端科技方面标杆的形象。 随着活动的推
广，相信全新第七代凯美瑞作为“科技的一

代” 的品牌形象会自然地深入消费者的内
心。

南昌站之后，“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科技
无限之旅———科技引擎 启动未来” 第四站
活动将于 9 月份移师北京，继续点燃车主们
对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科技体验的热情。

“科技引擎 启动未来”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科技无限之旅南昌再掀热潮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在最新一期 C-NCAP （中国
新车碰撞安全评价 ）公告中 ，长安
马自达旗下主打车型 Mazda3 星骋
力压群雄，以 50.2 分的五星+评级
成为 C-NCAP 历史上首款获最高
碰撞安全星级的 A 级车。 作为国内
唯一官方认证的碰撞测试机构 ，
C-NCAP 通过对车型进行碰撞试
验确定星级 （五星+级是其最高等
级）， 其结果是消费者评判车辆安
全性系统且客观的重要参考标准。

由中国汽车研究中心实施的
C-NCAP 评测主要包括三项 ：正
面 100%重叠刚性壁障碰撞、 正面
40%重叠可变形壁障碰撞和侧面可
变形移动壁障碰撞，可全面检测汽
车在不同碰撞情况下的安全表现，
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且被汽车行
业和广大消费者承认的安全评测
标准。 三项测试中，Mazda3 星骋分
别获得了 15.76 分、15.44 分、16 分
（三项测试满分均为 16 分）， 并凭
借驾驶员侧、前排乘员侧安全带提
醒装置、 侧面安全气囊及气帘，及

ISOFIX 儿童座椅安全装置获得 3
分的加分，最终取得超满分的 50.2
分佳绩。

不仅于此，Mazda3 星骋的欧规
车型在全球最权威的欧洲 NCAP
碰撞测试中亦获得最高的五星安
全评级，且美规车型在美国高速公
路安全局（NHTSA）权威车辆碰撞
测试中获得正面碰撞和侧面碰撞
的双五星成绩。 由此，Mazda3 星骋
一举实现了欧 、美 、中 “五星大满
贯”安全评级，成功登顶摘取“最安
全轿车”桂冠。

此 次 C -NCAP 碰 撞 测 试
Mazda3 星骋以高出丰田逸致、日产
新骐达、新福克斯等强势车型 2 至
4 分的优势， 获得 A 级车历史上的
首次五星+安全评级， 显示出无与
伦比的安全性。 可以预见，这一成
绩将对 Mazda3 星骋的品牌形象 、
关注人气和销量增长起到明显的
提振作用，亦将成为广大注重汽车
安全性的消费者的明智选择。

(谭遇祥)

8 月 3 日 ，以 “耀世升级 ，炫动起
航” 为主题的东风日产新一代轩逸长
沙上市发布会在风帆广场隆重举行 。
东风日产在活动现场安排了令人叫绝
的魔术表演和美女车模走秀， 再加上
“高富帅 ”新轩逸的亮相 ，使得现场人
气爆棚， 火爆程度令举办方都倍感意
外。

“价格杀手” 引发中
级车市震动

新一代轩逸之所以广受
关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定
价策略引发了中级车市不小
的震动。 据悉，此次上市的新
一代轩逸分为两个级别共 8

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格为 11.9 万元-
16.9 万元， 轩逸经典系列 4 款车型，价
格则为 9.98 万元-12.08 万元。 有业内
人士认为，9.98 万-16.9 万元的价格堪
称中级车市的 “价格杀手”， 对于部分
家用购车消费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杀
伤力”。 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全新一代
轩逸全国上市一周，东风日产经销商就

接到超过 1 万辆的订单，长沙地区正式
上市前，新轩逸预定也很火爆。

“高、富、帅” 突破传统中级
车价值界限

新一代轩逸是依托日产全球先进技
术和史上超强研发团队， 打造出的突破
传统中级车价值界限的巅峰之作。 新一
代轩逸以十大产品亮点打造出具有“高、
富、 帅” 产品优势的越级款旗舰家轿。
“高”，是指高效节能、高效稳定和高效安
全；“富”则指极富空间、极富舒适、极富
静谧和极富便利；同时，新一代轩逸，拥
有帅气外观设计和帅气内饰设计， 展现
出尊贵与时尚兼具的完美造型。

“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活动
同步启动

新一代轩逸的目标人群是追求自
在、彰显成功、善待家人的精英中产阶
层。 日前，在新一代轩逸上市之际，东风
日产正式启动了以 “爱家轩言心动逸
刻”为主题的大型互动营销活动。

该活动自 7 月 19 日起至 9 月 30
日结束。 活动期间，网友可通过东风日
产官网或微博上传自己的 “爱家轩
言 ”。 此次活动除了有丰富的奖品之
外，最终还将评出前十名优秀“爱家轩
言”，东风日产将帮助获胜者实现家庭
梦想。

(王天笑)

史上最强中级车 新一代轩逸星城上市

五星大满贯
Mazda3星骋登顶“最安全轿车”

近日， 全球最大高性能宝马升
级定制厂商 AC Schnitzer 及德国奔
驰升级定制品牌 KICHERER 携手
湖南华驰耀世登陆湖南， 励志为湖
南车迷打造最个性化的高性能奢华
专属座驾。

湖南华驰以经营面积 5000 平方
米， 展厅面积 1700 平方米的气派场
地；以整车销售 、售后服务 、备件供
应、 信息服务化四位一体的全功能
多方面的绝对优势 ；以 “中流击水 ”
的创业豪情， 诚挚的待人之道成为
了 湖 南 唯 一 被 AC schnitzer、
KICHERER 青睐的企业。 目前到店
的已有 AC 宝马的 ASC7 黑金双色、
ACS6 黑红双色、ACS5，KICHERER
奔驰 GL500 和 S35。其中 ASC7 黑金

双色、ACS6 黑红双色为德国
AC Schnitzer 公司专门针对
中国推出的两款旗舰车型，仅
为中国地区限量发售。 全国 8
月车展首发的带鹰 眼 版 的
ACS7 也已经提前引入湖南
华驰进行首展。这是湖南华驰
发展大计的一座里程碑，此举
将为湖南华驰在湖南汽车版
图扩张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

作为全湖南第一家代理
AC schnitzer 和 KICHERER 高性能
个性定制车型的企业，湖南华驰领导
人表示：“AC schnitzer 和 KICHER鄄
ER 的到来必定为湖南的车迷倾情
演绎真正的速度、激情、尊贵、个性完
美交融的大戏，必定给湖南车迷一份
终极的驾驶乐趣。也必定在湖南高端
汽车领域以迅猛之势扩张版图。 ”

据了解，湖南华驰 AC schnizer、
KICHERER 中心不仅可以根据客
户的需求将原厂奔驰、宝马的车型进
行高性能整车个性提升，同时也可以
提供独特的车漆、精美的外饰、精致
的内饰以及特制的附属配件。高品质
的工艺水准和先进的创新科技必将
使很多热爱驾驶的客户为之疯狂 。

（王天笑）

湖
南
华
驰:
勇
掀
高
端
个
性
定
制
狂
潮

重装登陆，扬帆星城。 据了解，湖南菱鑫力帆 4S 店将于本
月 18 日与其忠实拥护者激情碰撞，耀世来袭。

力帆的高品质、高性价比是其他品牌无可比拟的。 横跨中
国大陆，傲视湖南车市，力帆以纵横天下路，激扬非凡心的激
昂斗志，以“真诚对客商，智慧对车市”的向上心境向湖南进一
步迈进。

据湖南菱鑫工作人员介绍，湖南菱鑫力帆现已有 2012 款
力帆 520 领航版 1.3 舒适型 、2012 款力帆 520 领航版 1.3 实
用型 ,2011 款力帆 X60 1.8L 舒适型 、 2012 款力帆 520i 1.3
基本型 DX 、2012 款力帆 520i 1.3 标准型 LX1 五款车全面
铺向湖南车市。

湖南菱鑫力帆的宗旨是希望通过最贴心的服务、 最高的
性价比、最好的汽车品质、最佳的售后服务为湖南车迷带来最
完美的购车体验和最全方位的服务。 会秉着实实在在做企业，
丰丰厚厚报客商的理念，扎扎实实的打下湖南车市的江山。

据悉， 湖南菱鑫力帆 4S 店将于 8 月 18 日举办一场盛大
的开业礼，届时香车、美女、名流云集，共同见证和庆贺湖南高
性价比高品质的好车聚集地湖南菱鑫力帆 4S 店的诞生。

（徐萌）

夏末秋至，火热的长沙却不见丝毫
凉意， 最刺激的清爽良方非漂流莫属。
如果能和三五好友驾着爱车前往，沿途
还能欣赏城市里难得一见的秀丽的自
然风光，岂不美哉。 据了解，近日，五菱
和宝骏邀请车友们一起自驾前往平江
沱龙峡，挑战全球落差最大、最惊险刺
激的生态峡谷漂流，刺激的清爽方式让

车友流连忘返。
相比于以往的自驾漂流不同，此次

是五菱汽车和宝骏汽车两个品牌共同
开展的一次漂流大联欢，这在汽车行业
算是大创新。 也许有人会疑惑，专注微
车的五菱汽车为什么和家轿新秀宝骏
汽车联手？事实上五菱汽车和宝骏汽车
同属于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旗下，其经销商湖南五菱和湖南宝鸿
也作为南方建材集团旗下的两家兄弟
公司，同样贯彻的是“用心做事，诚心待
客，超越客户期望”的服务理念，一切以
客户为中心是他们的行事宗旨。 据悉，
此次两大品牌联手开展活动的初衷正
是为回馈客户，同时也借此进行一次客
户的跨品牌交流，实现双品牌的强强联

合和客户共享。
另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 此次活

动的目的地平江沱龙峡， 是国内落差
最大的山地两人自助峡谷漂流，全长 5
公里，总落差 299 米，漂流过程中最高
落差 19 米，最长滑道 120 米，沿途峡谷
雄伟壮观、怪石嶙峋、花木繁茂，更有百
米绝壁飞瀑，既可以享受澎湃刺激的漂
流，又能领略自然生态的无尽魅力。

（徐萌）

湖南五菱、湖南宝鸿双品牌联合自驾游活动完美成功

8 月 3 日，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公布了马自达品牌车型 2012 年 1-7 月在中国市
场的零售销量业绩：1-7 月累计销售 118,319 辆，
同比减少 0.5%；7 月单月销量 14,328 辆，同比减少
12%。

从 1-7 月两个销售网络的销量来看， 一汽马
自达共实现销售 68,052 辆，同比减少 12%；长安马
自达销售 50,267 辆，同比增长 20%。

对此， 马自达董事长兼 CEO 山田宪昭表示：

“7 月中旬引进的全新 CX-5， 以及在 8 月后计划
投放的 Mazda2、Mazda6、Mazda8 的 2012 款车型，
将会为扩大销量带来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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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末 4S 店总数已达到 385 家。 此外，搭载了新一
代“创驰蓝天（SKYACTIV）技术”的全新进口 SUV
车型“Mazda CX-5”已经在 7 月上市。

(谭遇祥)

近日，“2012 雅力士全国挑战赛重庆站”拉开战幕，来自重
庆赛区的 60 名选手展开了七大项目的金卡纳赛道 PK，最终，
来自重庆本土的选手钱海，以 1 分 46 秒的综合成绩，夺得了
本次分站赛的冠军，这也是 2012 雅力士全国挑战赛举办以来
诞生的第三位冠军选手， 本站比赛的冠亚季军将一同前往广
州，代表重庆赛区参加年度总决赛，与来自其他 6 大赛区的 18
名高手一决胜负，并有机会挑战 CTCC 车王，赢得年度车王
称号及神秘终极大奖。

此次金卡纳赛道由 “雅力士重庆 CC 车队”和“雅力士上
海赛可达 RSR 车队”为雅力士量身打造，对参赛者的驾技具
有很大的挑战性。 比赛共分七大关：矩阵密码、密室逃脱、一击
即中、极限暴走、数字空间、U 形迷宫和狭“鹿”相逢，参赛者全
程必须完成 12 次高速绕桩，16 次惊险过弯。 这样一连串的高
难度项目设置非常考验比赛用车的动力、操控性能，同时也对
选手的记忆力、 反应能力及预判能力提出相当严格的要求。

（谭遇祥）

极具视觉张力的前脸、 动感的腰
身、跳跃的尾部线条……无论从哪一个
细节端详，中华 H530 都几近完美，而这
正是华晨汽车工程研究院与意大利平
尼法瑞那深度合作的结晶。 它们让中华
H530 真正实现了欧洲时尚潮流与东方
文化的惊艳结合。

除造型设计外，在整车的工程开发
方面，华晨汽车还与麦格纳公司联袂进
行车身结构设计，与保时捷合作进行底
盘优化。 其中麦格纳公司是全球汽车零
部件行业的领航者、全球最多样化的汽
车零部件供应商。

现如今 H530 V5 1.5T 涡轮增压
也即将上市，另有一款中华全新打造的
A0 级三厢车 H230 样车已抵长沙，广大
车友可至湖南君临 4S 店鉴赏。 （徐萌）

近日， 本刊记者从东风风神 4S 店处了解到，8 月 17 日下
午 16：30 东风风神将在展厅开展 “东风精彩沸腾 S30 激情闭
馆团购节”活动，活动当天参与客户将有机会获得五重礼遇。

据悉，活动内容包括：活动期间，到店签到客户每批次可
获得价值 168 元油卡一张，限量 30 张先到先得；前 10 名下订
登记的客户可获得价值 258 元精美骨瓷套碗一套。 另外，幸运
客户，可获得价值 568 元的红瓷功夫茶具一套。 （徐萌）

力帆即将来袭 星城准备接招

东风精彩沸腾
S30激情闭馆团购节即将盛大开幕

2012雅力士全国挑战赛登陆重庆
CC车队劲爆亮相

中
华H

530

：
系
出
名
门

欧
洲
智
慧
与
中
国
文
化
火
花
绽
放

马自达 2012年 1-7月在华销量与去年持平
主力车型 Mazda6、Mazda3星骋持续热销

新第七代凯美瑞的 GOA 车身。

新一代轩逸长沙上市发布会现场。

开业典礼授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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