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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由湖南唯一的专用校车生
产企业长沙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打造的“同心金象”新国标安全智能
校车在长沙市江背汽车工业园举行
了首发仪式。 来自湖南、湖北、广东
等省的校车运营企业获得了首批 36
辆长沙产新国标智能校车。

校车安全践行者

寻找保证学生安全的每一个细
节， 用设计语言落实到每一个产品，
长沙“梅花校车”品牌始终践行着“一
切从安全出发”的造车理念。 长沙梅
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的金象智
能校车安全性能不仅符合国家最新
标准要求，更搭载了一系列自主独创
的主被动安全技术，包括国际先进的
AAPS 汽车防撞保护系统，智能交通
技术 GPS 监控系统 ，CEAE 碰撞消
能装置，高强度金刚环骨架结构、前
后防撞梁、车道偏离报警、前向防撞
报警等安全配备。 其中智能运营管
理系统，可以实时对驾驶员、车辆和
学童进行多个环节的安全管控，为学
校、运营商和监管部门提供实时监控
管理平台， 从管理入手规范校车运
营， 最大程度降低事故发生隐患，为
学童安全上下学保驾护航。

在主动安全技术方面上，金象智
能校车配备了 AAPS 汽车防撞保护
系统：此系统通过与湖南大学等科研
院所共同开发，通过了国家汽车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认证，并由中国平安保
险质量承保。 系统通过自动预警、自

动减速、辅助刹车，避免和降低碰撞
所造成危险。 同时，校车还搭载智能
交通技术 GPS 监控管理， 对所有校
车进行实时监控，杜绝超载超速等违
法违规行为，预防涉及校车及集中接
送学生车辆的道路交通事故。 此外，
自动记数系统将通过显示器将上下
车学生数和剩余学生数告知司机，确
保司机把每一个孩子都安全送回家。

在被动安全技术方面，金象智能
校车采用了特殊的高强度车身结构、
前后防撞梁、CEAE 碰撞消能装置 、
儿童安全座椅和内饰、安全带、便捷
的撤离舱口以及标准化的警示和施
救装备。 整车车身设计引进美国长
鼻子校车的全新设计， 安全性能优

异，全面贴心地将安全舒适融入每一
个设计细节。

校车标准打造者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
牌，一流企业做标准。 长沙梅花汽车
制造有限公司属于国家工信部认可
的各类客车、专用车定点产销企业及
国家科技部审定的高新技术企业，综
合实力雄厚。 在公交车、 客运车、校
车、物流车、环卫车及新能源汽车研
发制造方面已有十余年的技术积累，
并掌握了全球领先的专用校车底盘
和车身制造技术。 从 2009 年开始批
量生产专用校车销往广州、 深圳、东

莞及东北等地，市场反映良好。
今年在不到 4 个月的时间里，该

公 司 就 在 完 善 现 有 TX6520、
TX6580、TX6710、TX6720、TX6830
五款校车的同时，集中力量研发出具
有 较 强 市 场 竞 争 力 的 新 产 品
TX6950 校车。 这款以美国校车及国
家校车新标准为设计基础的产品，配
置齐全，排放环保，外观气派，内饰美
观，特别是在安全性能上更下足了功
夫。

据悉，梅花汽车“同心金象”新国
标安全智能校车产业化第一阶段年
产 5000 辆的量产目标在 10 月份即
将圆满实现， 已有 11 款 （包括长度
5-10 米、座位 10-56 座、排放国Ⅲ-
Ⅳ）校车产品可供选择。 目前，长沙
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充分利用湖
南大学科研优势，围绕校车安全与智
能技术进行更深层次研发提升，打造
更安全、 更智能、 更高端的新产品。
根据城乡市场的不同需求和学校规
模的不同需要，提供不同配置。 在保
证高品质产品的前提下，满足不同市
场的需求。 同时通过创造更多自主
知识产权，确保湖南制造的校车技术
领先， 占领国内安全智能校车制高
点，逐步发展成为引领国内校车标准
的校车制造领先企业。

�新闻链接： 为振兴民族校车产
业 ，打造高品质 、高安全性 、高科技
含量的智能高端校车产品， 满足国
内市场需求， 长沙梅花汽车制造有
限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在长沙

明城国际大酒店召开“同心金象”新
国标安全智能校车系列产品产业化
项目启动新闻发布会，迈开了“振兴
民族校车产业、 打造安全智能高端
产品”的崭新步伐。 随着项目的进一
步实施，公司于 5 月 21 日又在同一
地点召开了“同心金象”新国标校车
系列产品产业化配套会议， 来自全
国 58 家供应商及 100 多位优秀企

业家和业务代表云集配套会， 各方
代表围绕校车产品 “安全 、责任 、品
质 、效益 ”这一主题 ，展开了深入的
交流 ，并达成打造 “高品质 、高安全
性 、高科技含量校车 ”的一致意见 ，
为长沙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树立
行业规范、 打造国内一流 “同心金
象” 新国标安全智能校车系列产品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谭遇祥 徐 萌

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同心新国标金象安全智能校车长沙首发

� � � � 近日，新一代保时捷 boxster 跑
车强势登陆长沙。 继气势磅礴的全国
首发仪式后，长沙保时捷中心特别在
世纪金源大饭店举办了盛大的揭幕
活动，全方位展示这一集时尚外观和
独立精神于一身的“新世代”未来敞
篷跑车。 在 9 月 27 日，三十多名媒体
不但亲身体验了这款血统纯正的敞
篷跑车所带来的激情与魅力，同时也
充分感受了其所制造的驾驭激情和
诠释的独立个性。

新一代保时捷 boxster 通过设计

风格的显著变化，重新定义了这一经
典敞篷双座跑车系列的未来发展趋
势。 这款中置跑车具有平滑的车身轮
廓， 醒目的边缘设计受到保时捷 718
rs 60 spyder 设计风格的启发， 而其
强悍、 肌肉感十足的车身轮廓更与
carrera gt 的颇为神似。 新款智能轻质
车身相比前代车型重量减轻了 35 公
斤，经改进的长轴距底盘确保了车辆
具有更高的驾驶动态性。 由于采用了
诸多改进措施以及更先进的性能提
升和节能技术，新款 boxster 二氧化碳
排放量最多可降低 16%，而动力性能
却没有丝毫降低。 搭配 2.7 升中置发
动机的新款 boxster 具有高达 265 hp
的最大输出功率， 仅在 5.5 秒内便能
从静止加速到每小时 100 公里（搭配
sport chrono 组件）；搭配 3.4 升水平
对置发动机的 boxster s 可产生 315
hp 的最大输出功率， 其 0-100km/h
加 速 时 间 仅 为 4.8 秒 （搭 配 sport
chrono 组件）。 它在纽伯格林北环赛
道上的单圈时间达到了令人惊艳的

7 分 58 秒———比上一代产品整整
快了 12 秒。

与此同时，新款 boxster 车型提供
了更多标准配置选择，使其拥有更具
竞争力的性价比。 这些个性化配置包
括———自动起动 /停止功能和 7 速
porsche doppelkupplung 保时捷双离
合器变速箱(pdk)，确保了燃料的充分
燃烧和更稳定的驾驶；能明显提升操
控性能的标配 “sport”(运动) 按钮以
及旨在提高行车安全性的保时捷动
态照明系统和 led 日间行车灯。此外，
新款 boxster 车型同时装备了新一代
的 cdr 音响系统以及 7 英寸触摸
屏。

作为一款对经典敞篷跑车的全
新演绎， 新款 boxster 在盛大的上市
活动上耀世而出，以更加独立、更加
强大和更加热情的姿态，完美诠释了
敞篷跑车的纯正血统以及其所代表
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长沙保时捷中心
总经理漆赤先生的陪同下，媒体记者
们近距离感受到了新款 boxster 所代

表的绚丽多彩的生活方式———无论
城市还是乡村， 无论休闲还是职业，
也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它都是人生旅
途中最值得信赖和拥有的驰骋伴侣。

漆赤先生表示 ：“今天在场的各
位嘉宾将见证一个全新保时捷传奇
的诞生———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新款
boxster， 不但是一款标志性的纯粹保
时捷敞篷跑车，更是保时捷自由精神
的完美象征。 新款 boxster 以更低的
油耗实现了更强劲的动力，而其充满
阳刚的全新外观也更具识别度。 相信
各位都会毫无保留地赞同我以下的
这一观点———这无疑是一款完美体
现 porsche intelligent performance 理
念精髓、引领未来敞篷跑车发展风向
标的划时代杰作。 ”

据悉， 新款 boxster 现已在长沙
保时捷中心上市，boxster 车型起始售
价为人民币 732,000 元起，boxster s
车 型 售 价 为 人 民 币 976, 000 元
起。

（王天笑）

敞篷跑车全新保时捷 Boxster�强势登陆长沙
� � � � 近日 ， 第三方权威评定机构
IIHS（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的 2012 年安全碰撞结果出炉，汉兰
达获得了“最安全 SUV”称号。 这是
其继 2008、2009、2011 年之后第四
次获得这一殊荣。

IIHS 是世界安全标准的重要组
成部分，并且只购买最低配置的车型
参加碰撞试验。 除了基本的测试之
外，IIHS 还会进行一些车辆翻滚等
特殊的碰撞来评测汽车的安全性能。
汉 兰 达 能 4 次 被 评 为 “最 安 全
SUV”，其产品安全性能可见一斑。

新汉兰达采用了独有的 GOA
车身设计， 该车身是汽车界两大安
全车身结构标准之一。 有专家表示：
目前，越来越多消费者认同 GOA 车
身这种“碰撞吸能”方式，认为其更
能保护车内乘员的人身安全。 因为
当车速超过 50km/h 时，真正起到安
全防护作用的决定性因素是车身结
构。 而新汉兰达的 GOA 车身采用
高张力、高弹性双面镀锌钢板制作，
而且具备了碰撞吸能作用： 当发生
比较大的碰撞时，GOA 车身会以自
我牺牲的方式， 把冲撞力切断、吸
收，再经由整体式车身，把冲撞力均
匀分散至车身各部分骨架， 从而降
低车厢内部空间的受力和变形程
度， 最大限度的保护了座舱中的驾
乘者。

据了解，GOA 车身是根据世界
很多国家的安全标准， 结合众多的
实际交通案例， 反复进行了许多碰
撞试验后， 研发出来的一项被动安
全技术。 而且，为了在各种复杂的交
通环境中， 应对不同质量不同高度
车辆间的碰撞 ， GOA 车身不断的
进行改良和进化。 研究人员采用 2
吨重的车辆以 140 km/h 的速度进
行两车碰撞试验， 还进行两车在不
同速度下的 15°的偏置碰撞试验，并
据此进行车身的改进。 据了解，为了

应对越来越多样化的事故形态 ，丰
田研发部门每年都进行约 1500 次
内部安全碰撞试验。

除了安全车身， 各项主被动安
全装备也被看作是汽车安全的重要
衡量标准。 主动安全配置就是预防
车辆发生事故的安全配置， 换句话
说，主要作用是在事故之前，尽量避
免事故发生的。 而被动安全配置就
是在事故发生后， 避免车内人员少
受伤害的安全配置。 新汉兰达丰富
而完备的主被动安全给予了驾乘者
满满的“安全感”。

HAC 上坡起动辅助控制系统
和 DAC 下坡辅助控制系统是新汉
兰达非常具代表性的主动安全配
置， 这两项装备甚至在豪华品牌中
都具有领先优势 。 在陡坡上起动
时 ， HAC 上坡起动辅助控制系统
会自动保持 4 轮的刹车油压而使车
辆停止约 2 秒， 避免了刹车到油门
切换过程中发生向后溜车的现象 ，
从而确保了车辆在坡道上平稳地起
动。 在急下坡或光滑路面下坡时 ，
DAC 系统能使车辆以恒定低速行
驶，防止车轮锁死，同时可以大大降
低车辆在坑洼路面下坡时产生的震
动，从而确保了行驶的稳定性，也提
高了驾乘的舒适性。 得益于这两项
装备， 即使遇到高低起伏的上下坡
路段， 新汉兰达也能表现得游刃有
余。

与此同时 ， 新汉兰达还拥有
VSC、带 EBD 的 ABS、BA 刹车辅助
系统 、TRC、EPS 和 EPS－VSC 综合
控制系统等主动安全配置。 值得一
提的是，EPS－VSC 综合控制系统与
传统的 ABS、TRC、VSC 和 EPS 系
统各自独立操作不同， 它能够将这
些独立的功能合为一体， 确保车辆
在行驶、 转弯和停止方面保持极佳
的操纵性能。

（谭遇祥）

四次入选 IIHS“最安全 SUV”
汉兰达安全性能“全解读”

� � � � 9 月 27 日，巴黎车展正式拉开帷
幕， 来自全球的汽车品牌星光熠熠，
演绎了一场汽车品牌的饕餮盛宴。 欧
洲知名车企雪铁龙携旗下全新战略
车型 C4 L 全球首发亮相。 雪铁龙全

球总经理鹏飞、神龙公司商务副总经
理魏文清、东风雪铁龙品牌部副总经
理德拉莫特出席了 C4 L 全球亮相
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雪铁龙对 C4 L 进

行了全面产品解读，并公布了这款新
车的全球战略思路。2012 年是雪铁龙
全面提升品牌与产品竞争力的新契
机，借助本届车展，雪铁龙提出了“持
续迈向高端市场 ”、“加速国际化发
展”以及“发展人性化环保科技”三大
主题。 C4 L 是雪铁龙加速国际化发
展的重要代表车型，将肩负起进一步
提升雪铁龙全球品牌影响力的重任。
因此，这次发布会不仅是 C4 L 与全
球消费者的第一次见面，更触动了雪
铁龙品牌竞逐高端中级车市场的脉
搏，吹响了征战全球的号角。

在整个汽车市场中，高端中级车
占据着非常大的市场份额，而雪铁龙
最有优势的细分市场恰好是中级车
市场。 C4 L 借助这一领域的优势经
验如虎添翼，完满展现了雪铁龙全球
高端中级车的设计理念、技术趋势和
价值追求。

展会现场， 雪铁龙高层强调，C4
L 是雪铁龙倾力打造的面向高端中
级车市场的战略新车，将代表雪铁龙
参与全球高端中级车市场的竞争。 凭
借卓越的产品实力，C4 L 将成为雪

铁龙征战全球最有爆发力的首选武
器。

雪铁龙还宣布 ，C4 L 将于年底
在中国全球首发上市，这对雪铁龙而
言将是一项开创新局面的举措。 因为
雪铁龙将一改此前以欧洲为原点的
全球战略思路， 全球战略车型 C4 L
将以中国为起点，实现“从中国到世
界”的战略思路，并助力雪铁龙在中
国市场达成 8%份额的任务目标。

对于东风雪铁龙而言 ，C4 L 首
发中国同样具有非凡的意义。 C4 L
的推出填补了东风雪铁龙在高端中
级车市场的空白，是东风雪铁龙为实
现 5A 计划推出的第一款也是最重要
的一款车型，并将以最快速度成为高
端中级车领域的明星车型，成为中国
同级别车型中的翘楚。

当然，高端中级车市场是所有细
分市场中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市场
之一。 该级别市场车型众多，并且产
品实力都不容小觑。 这些车型势必会
成为 C4 L 的强劲对手以及雪铁龙全
球征战之路的荆棘。

(谭遇祥)

� �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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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1-9 月在中国市场的零售销
量业绩：1-9 月累计销售 148,116 辆，

同比减少 6% ；9 月单月销量 13,258
辆，同比减少 35%。

从 1-9 月两个销售网络的销量
来看，一汽马自达共实现销售 87,325

辆，同比减少 13%；长安马自达销售
60,791 辆，同比增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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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末 4S 店
总数已达到 389 家。

（徐萌）

全球首发 雪铁龙全新战略车型 C4� L闪耀巴黎

马自达 2012年 1-9月在华销量减少 6%

大型梅花校车

小型梅花校车

同心新国标金象安全智能校车首发仪式现场。

新款 boxster s 外观。

雪铁龙 C4 L 外观。●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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