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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 月 13 日，广汽菲亚特在上海世
博园意大利馆正式宣布，专为中国市
场 量 身 打 造 的 意 式 越 级 动 感 轿
车———Viaggio 菲翔魅力上市。此次上
市车型共分为 4 个版本 6 款车型，售
价区间为 10.88-15.88 万元。 菲翔这
款极具产品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
战略车型，即将以其激情、动感的设
计语言，助菲亚特品牌与广汽菲亚特
在中国开启璀璨的发展征程，并开创
全新的中级车市场格局。

当晚，广汽集团总经理 、广汽菲
亚特董事长曾庆洪，菲亚特中国董事
长、 广汽菲亚特副董事长孟菲璇，广
汽菲亚特总经理郑显聪，广汽菲亚特
执行副总经理蒋平，以及意大利驻沪
总领事 Vincenzo De Luca、 股东双
方、媒体朋友 、经销商合作伙伴等数
百名嘉宾一起，共同见证了菲翔开启
在中国汽车市场里程碑的一刻。

以璀璨绚烂的黄浦江畔为背景，
菲翔缓缓驶过象征着中意两国文化
纽带的天桥， 在万众期待中震撼登
场。 伦敦奥运会冠军冯喆、陈一冰、吴
敏霞也应邀上台，为现场观众讲述了
自己的美丽人生故事和品质生活，现
场气氛被再次点燃。 紧接着，广汽菲
亚特董事长曾庆洪、广汽菲亚特总经
理郑显聪、广汽菲亚特执行副总经理
蒋平，分别为三位奥运冠军赠送了代
表菲翔的车钥匙。 在这个美丽的夜
晚，菲翔就此成为了奥运冠军们承载
梦想和品质生活的座驾。 随后，广汽
菲亚特执行副总经理蒋平先生在万
众期待中公布了菲翔的官方指导价
格， 来宾们在美丽的江畔共同举杯，

庆祝广汽菲亚特首款国产车———菲
翔的成功上市，也为这个激情四溢的
夜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发布会上，广汽菲亚特总经理郑
显聪先生表示：“菲翔是广汽菲亚特
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意式越级动感
轿车， 并且很好地集合了菲亚特-克
莱斯勒集团和广汽集团在技术研发、
产品布局、生产制造、市场推广、渠道
拓展、品牌策略等方面的全球优势资
源，和广汽菲亚特长沙 WCM 世界级
工厂精湛工艺。 ”此外，广汽菲亚特执
行副总经理蒋平也表达了对菲翔的
美好期待：“对于菲翔，我们希望它在
以品质赢得消费者青睐的同时，还能
让消费者体验到独具风格的意式生

活方式，并继续传承菲亚特‘人生如
此美丽’的品牌内涵。 ”

实力展现剑指最强中级车

设计：梦幻比例演绎意式激情
带着现代时尚元素，菲翔为国内

汽车市场注入了浓烈的意式风情。 从
车身姿态来看，菲翔巧妙的比例掌控
将灵动与激情完美结合，前脸继承了
菲亚特品牌的强烈印记，内嵌式发动
机盖更是让人们联想起一系列经典
的意大利跑车，微微翘起的尾部也令
人感受到性感和力量的强烈冲击。 经
典前格栅设计、 精致的带 LED 导光
带尾灯组等细节更使它在推崇个性

化的时代中脱颖而出，打造出中级车
市场上令人惊艳的别致造型。

科技：高可靠性黄金动力组合
菲翔采用了源于阿尔法·罗密欧

的 CUSW 平台进行开发， 并全系标
配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搭载了输出功
率为 120～150 马力的 1.4 升 T-Jet 涡
轮增压发动机，并配备手动变速器或
先进的 6 速干式双离合变速器。 这套
黄金动力组合拥有卓越的高可靠性
优势， 其中 1.4 T-Jet 高效涡轮增压
发动机的技术十分成熟，具备了非同
寻常的稳定性与耐用性。 而菲翔搭载
的 6 速干式双离合变速器，则以其出
色的燃油经济性与畅快的换档体验，
颠覆了传统自动变速箱所能带来的
驾驶体验。

舒适：打造驾乘享受新境界
菲翔对舒适性的要求也丝毫没有

放松———车长 4679mm、 宽 1850mm，
并拥有位居同级之首的 2708mm 超
长轴距 ， 为驾乘者提供了宽绰的空
间。 此外，菲翔中高级和顶配版配备
了通常只有高端车型上才会应用的
Nappa 真皮座椅， 其中驾驶员座椅还
具有 6 向电动调节功能，并且还配置
了同级最大的 8.4 英寸多功能触摸显
示屏、双区独立自动空调等一系列琳
琅满目的舒适配置，这无疑令菲翔成
为中级轿车市场的新标杆。

安全：全方位的保驾护航
菲翔拥有杰出的安全性能。 在主

动安全方面， 它搭载了最新的博世
9.0ESP，集合 BAS、ABS、TCS 和 HHS
等诸多超越同级别车型的安全配置；
在被动安全方面，菲翔配置了 6 安全

气囊，同时，菲翔的车身还广泛应用
了热成型钢等高强度钢板，其比例达
到整个车身钢板的 65%，完全超越了
国内同级车的水平。

WCM：世界级制造系统
汇集了来自都灵的设计灵感和

广汽菲亚特世界级工厂的精湛工艺，
菲翔无疑拥有强大的竞争实力。 菲翔
的诞生之地———广汽菲亚特位于湖
南长沙的 WCM“世界级工厂”，采用
了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以 “尊重自
己、尊敬他人、尊重环境”为核心价值
观的 WCM 生产系统，拥有先进的流
程布局、先进的设备工艺以及先进的
环保管理模式，为菲翔构筑了世界级
的产品实力。

梦想展翅绽放美丽未来

自今年北京车展首次亮相以来，
菲翔就以充满意式魅力的产品形象，
受到消费者广泛关注。 凭借精湛的工
艺和卓越的品质，菲翔定义了越级动
感轿车。 同时，依托优越的产品竞争
力，菲翔无疑将成为国内中级车市场
的新标杆。

广汽菲亚特成立两年半以来，相
继为中国市场引入了一系列原汁原

味的意大利进口车型，包括运动小钢
炮———博悦、高端明星小车———菲亚
特 500、 菲亚特 500 敞篷版、 菲亚特
500Gucci 版，以及全越界 SUV———菲
跃，这无疑为中国汽车市场注入了一
股新鲜的血液，同时也给中国消费者
带来了“人生如此美丽”的意大利生
活方式。 今天，菲翔这款象征了世界
级精湛制造工艺的越级动感轿车终
于在众人期待中上市，这不仅将菲亚
特品牌在中国的产品阵容扩展至中
级车市场，更彰显出广汽菲亚特开启
中国市场新征程的雄心。

目前 ， 广汽菲亚特已经全面发
力， 为菲翔的上市销售做好了准备。
其位于湖南长沙的 WCM“世界级工
厂”已全面投产，并已在全国范围内
拓展了 98 家经销商和超过 100 个销
售网点。 同时，广汽菲亚特承诺为菲
翔的用户提供 3 年 10 万公里的整车
保修。 此外，全国经销商将于 9 月 16
日统一举行店头上市活动，广汽菲亚
特将以全新的品牌形象为广大消费
者提供更细致贴心和专业的品牌体
验服务。 菲翔的上市，意味着年轻进
取的广汽菲亚特，将凭借其强有力的
产品品质、日趋完善的服务网络和战
略卓著的营销策略，开创出更加辉煌
的未来。

梦想展翅 美丽飞翔
广汽菲亚特 Viaggio菲翔震撼上市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 9 月 13 日， 保时捷中国在苏州
举行发布会，宣布旗下敞篷跑车新款
Boxster 正式引入国内市场销售 ，新
车分为 Boxster 和 Boxster S 两款车
型，官方售价在今年 4 月举办的北京
车展上已经公布， 分别为 73.2 万元
和 97.6 万元。

新款车型的轴距大幅加长 60mm
后达到 2475mm， 相应的车身长度也
加长了 132mm。 车身宽度保持不变，
高度略微减少 10mm。 不过新款车型
的重量反而大幅降低， 其中标准版车
重达到 1340kg，S 版本为 1350kg，相
比现款 Boxster 的同版本车型分别降
低了 100kg 与 105kg。 这主要是得益
于车身采用了铝材和钢材的复合结
构，大众旗下的奥迪车型、大众车型，
以及新款保时捷卡宴等车型上都采用
了这样的技术配置。

经典的中置双排气管设计延续
到新款 Boxster 车型上， 不过尾部轮
廓更为立体，在尾灯组之间形成了凸
起的扰流尾翼，比现款车型更多了一
分刚毅。 并且采用了随速升降设计，
当时速达到 120km/h 时尾翼会自动
升起，增加空气下压力，提升车辆高
速稳定性。

新 款 车 型 的 内 饰 延 续 了
Panamera 和新款 911 的设计，智能钥
匙插孔在方向盘左手位置，中部的空
调出风口同样也非常醒目，与向上的
出风口结合起来，中间的中置仪表设

计继续保留。液晶屏的尺寸增大到了
7 寸，并且增配了保时捷通讯管理系
统，集成音响、导航和通讯系统功能。
此外还有选装的 10 扬声器 BOSE 环
绕声音响系统。

全新保时捷 Boxster 增配了诸多
电子辅助系统。包括首次提供于该车
并可进行选装的 PTV 扭矩引导系
统，其功能主要是提供后轮可变扭矩
分配，提高车辆操控感受。另外，老款
车型中作为选装的 PASM 主动悬架
管理系统在新一代车型中成为标配。
当然， 保时捷还为新一代 Boxster 准
备了 Sport Chrono 组件， 包括动态
变速箱支承、性能显示、数字和模拟
计时器以及“Sport Plus”按钮。

动力方面， 新一代 Boxster 新增
一台采用 DFI 燃油直喷和 VarioCam
可变气门正时技术的 2.7 升水平对
置式六缸发动机， 取代老款 2.9L 发
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达到 265 马力，
峰值扭矩达到 280N·m，相比老款功
率提升了 10 马力。在匹配 PDK 7 速
双离合变速器后，该车百公里加速为
5.7 秒，极速达到 262km/h。Boxster S
高性能版本则配备 3.4 升 DFI 燃油
直喷和 VarioCam 可变气门正时技术
的水平对置式六缸发动机，最大输出
功率为 316 马力 ， 峰值扭矩达到
360N·m， 依靠这套动力系统其百公
里加速时间仅需 5 秒， 极速可达到
277km/h。 (谭遇祥)

� � � � 9 月 8 日， 雷诺中国 “以客户为
本 ” 服务升级计划的又一举措———
“诺之汇”雷诺车友联盟正式启动。 据
了解，“诺之汇”雷诺车友联盟是以雷
诺中国“诺生活”社交平台为依托，集
结民间雷诺车主团体， 给予官方认
证、资源支持、携手发展的雷诺车友
联盟。 雷诺中国及其经销商将全方位
支持 “诺之汇”车友联盟，帮助所有
“诺之汇”车友团体和“诺生活”共同
成长，为更多雷诺车主建立更完善更
全面的社交网络。 随后几天，雷诺中
国执行总裁陈国章空降长沙，与湖南
地区广大媒体亲密交谈。

“秉承‘以客户为本’的宗旨，我
们先后推出了‘诺相随’全方位客户
体验计划和‘诺生活’车友会平台，致

力于为车主提供高品质服务。 ”陈国
章表示，“我们观察到，各地喜爱雷诺
的车友自发成立了很多民间团体，每
个团体都有各自的特点和需求。 我们
希望通过‘诺之汇’车友联盟，为他们
提供来自雷诺中国及经销商的更多
支持，使雷诺车主尽享休闲奢华的生
活方式。 同时，通过为客户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进一步强化雷诺中国的口
碑营销优势。 ”

自 2009 年启动复兴计划以来 ，
雷诺中国始终以服务积极应对市场
变化。 在 2009 年至 2011 年第一阶段
复兴计划期间，雷诺中国先后发布了
“诺相随”全方位客户体验计划、产品
保修期延长至 “三年或十万公里 ”、
“休闲奢华”价格战略（将车辆售价下

调至所有进口车中最低、大幅下调配
件价格）、“休闲奢华”明星营销战略、
全新雷诺零售环境更新计划、“诺生
活”车友会、上海中心配件库落成等
一系列举措。 通过这些举措的有力执
行，雷诺中国的服务质量得到了大幅
度提升。 2011 年底，雷诺中国销售服
务满意度为 92%，售后服务满意度达
到 88%，第一阶段复兴计划也以超过
原目标 3 倍的业绩完美收官。

今年 7 月，雷诺中国启动了第二
阶段复兴计划，正式把“以客户为本”
纳入雷诺的企业发展宗旨与各部门
的执行守则，建立雷诺品牌在中国的
长远发展基础。 依托售后服务升级大
型主题活动———“慧生活 优相随 ”，
将体验营销、优惠政策及增值服务进

行强势整合，以加强雷诺中国的口碑
营销优势。 而本次活动上正式启动的
“诺之汇”雷诺车友联盟，则把车主放
在更重要的位置，通过多种渠道加强
对车主的支持 ，维系、巩固并深化雷
诺中国与车主的关系。

“雷诺不仅致力于为中国消费者
提供卓越的产品，更为客户提供高品
质的服务和‘休闲奢华’的生活方式，
这是雷诺中国近年来取得成功的关
键。 ”陈国章表示，“‘诺之汇’雷诺车
友联盟将在民间车主团体与雷诺中
国之间建立起积极有效的互动机制。
它的成立，是雷诺中国‘以客户为本’
宗旨的充分体现，也将成为我们制定
未来发展战略的有效信息渠道。 ”

（王天笑）

强化口碑营销 引导休闲奢华
———雷诺中国执行总裁陈国章长沙谈经论道

� � � � 随着套牌出租车事件的不断曝
光，套牌车的违法行为和交通肇事行
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近日，鸿基
出租车公司的邵师傅给本刊记者打
来电话，话语中透出几分喜悦。 他说
自己的出租车被套牌几年，最近终于
真相大白。

从今年 6 月份起，邵师傅所驾驶
的鸿基出租车陆续出现了多次被乘
客投诉、交通违章的现象。 这些莫名
其妙的投诉及交通违章立即引起了
邵师傅的注意，他心想应该是自己的
出租车被人套牌了。

经过几个月的跟踪，终于在 9 月

1 日上午 9 点左右， 邵师傅在长沙市
劳动东路与万家丽路的交界处，成功
地截住了套自己牌照的车，并将其套
用车所有的证件、牌照及相关手续都
交给了公司。

套牌事件给交通运输管理造成
了混乱， 给广大市民出行安全带来

隐患， 使正规驾驶员切身利益受到
极大损害。 鸿基出租车公司负责人
表示 ： 对于套牌车一定要严厉打
击 ， 有发现被套牌的要积极上报 ，
协助缉拿， 坚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

（徐萌）

� � � �近日，本刊记者从湖南一路顺风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了解到，为回
馈广大用户，同时也为让更多用户进
一步了解 v29 的优越性能， 体验 vvt
发动机的强悍动力和良好的操控性，
东风小康正在开展“v29 强悍+vvt 发
动机更强悍———试驾、换购乐享万元
大礼”活动。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分巅峰驾控
挑战和微车、 摩托车、 三轮车换购活
动。即日起，凡来店参加试驾活动的客

户，赠送精美礼品一份，另赠 2000 元
换购基金卡一张， 凭此卡在规定时间
内购买 v29，可抵 2000 元购车款。 另
外，凡参与“v29 巅峰驾控挑战赛”分
店赛活动客户，赠送精美礼品一份，购
v29 赠送 2000 元换购基金，还有机会
赢得最高 1500 元加油卡奖励和参与
大区总决赛资格；再获大区总决赛“双
人双飞新马泰游”奖励机会，东风小康
老客户参与分店挑战赛， 另单独赠送
价值 100 元的机油 2 桶。 （徐萌）

东风小康 V29
巅峰驾控挑战赛火热进行

� � � �近日，备受越野爱好者追捧的跨
领域专业 SUV 荣威 W5 “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活动再次启动。 在此之前，
荣威 W5 特地在长沙成立了“丈量边
关热血队友驾训营”， 期待能通过这
种方式招募到更多喜爱旅游、勇于探
险的车主们共同参与。 据悉，驾训营
的优秀学员将有机会与荣威 W5 一
起，驰骋万里边关，用“硬汉”精神谱
写一段“车威武、人英雄、路传奇”的
佳话。

险山恶水从容过
跨领域专业 SUV 尽显硬功夫

作为荣威品牌旗下的首款 SUV，
“跨领域专业 SUV” 荣威 W5 凭借其
专业级的强悍通过性、极限越野性和
超强安全性，上市以来赢得广大 SUV
越野爱好者的青睐。 尤其是 2011 年
开始举办的“丈量 960 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系列活动，更是引发了众多车
主和媒体的兴趣。 去年下半年，荣威
W5 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 走过边关
雪海冰湖，穿过长城大漠飞沙，行遍
岭南盎然秋色， 览尽闽南大海无垠，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身为专业 SUV 的
绝对优势所在。

2012 年，荣威 W5 延续去年的辉

煌 ，全新一轮 “丈量 ”系列活动———
“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再度启程。7 月
29 日， 由全国 20 多家媒体联合组成
的“丈量”先遣部队，从昆明出发，沿
途探访麻栗坡烈士陵园，慰问边防哨
所的守土战士，经历五天四夜的险山
恶水后，最后安全抵达中越边境天保
口岸。

热血已经沸腾
“硬汉”一触即发

9 月，丈量活动还在继续。这一次，

荣威 W5 的伙伴不再仅限于媒体记者
们，而是将目光放到荣威车主身上，希
望能够和这些勇敢的人们一起远赴祖
国多条边境线， 在亲历华夏大地文明
的同时， 更为这些渴望精神放牧的都
市人提供心灵放飞的机会。

“荣威 W5 边关行热血队友驾训
营”作为丈量活动的招募站，将不同
于以往的车主活动，它是一种真实的
考验。 参与驾训营的车主们不仅要考
查身体素质，考验行车技巧，更要模
拟艰难道路车况， 挑战互动环节，智

慧与勇气并存的胜利者才能参与到
真正的丈量活动中来。

据悉，为回馈广大消费者 ，驾训
营期间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推出了
重磅优惠，荣威多款车型都有不同的
惊喜订购直接让利。 荣威 350 享万元
优惠；荣威 550 最高优惠额逼近 3 万
元，还有礼品相送 ；荣威 W5 最高优
惠 2 万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详情
请 洽 长 沙 申 湘 荣 威 经 销 店 0731 -
84872828，84872924。

(王天笑)

驰骋万里边关 丈量硬汉豪情
荣威 W5“丈量边关 致敬英雄”活动火热招募中

全新保时捷 Boxster正式发布

李逵打李鬼 “的哥”邵师傅成功查获一套牌车

广汽菲亚特领导团队合影。

活动现场。

新款 Boxster 外观。

汽车周刊 ２０12年9月21日 星期五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