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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 广汽菲亚特 Viaggio 菲翔全国
16 城市路演活动正式在首站城市———长沙拉开
序幕。 作为 Viaggio 菲翔上市以来的首次大型试
乘试驾活动，广汽菲亚特为当地消费者带来了一
场意式汽车盛宴，引起了用户的广泛关注和极大
的兴趣，仅活动前期通过电话、短信、网站、微博
等多种方式报名参加试驾的消费者就多达数千
人。

Viagg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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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意式造型、先进技术、

舒适及功能、可靠安全于一身，已于今年 9 月 13
日全国上市，售价 10.88-15.88 万元。为了让更多
消费者亲身体验这款越级动感轿车的时尚动感
外观、舒适空间、充沛动力和流畅操控等全方位
的优势，自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9 日，广汽菲亚特
将在每个周末举办以“尽享菲翔 品味美丽人生”
为主题的全国路演体验活动， 除首站长沙外，还
将覆盖北京、石家庄、郑州、兰州、南京、西安、成
都、上海、杭州、武汉、重庆、常州、昆明、佛山、深
圳 15 个大中城市。 此外， 消费者还可通过微博

（广汽菲亚特官方微博和经销商微博 ）、 短信
（1069 80008008）等方式参与互动 ，赢取纪念奖
品。

此次 Viaggio 菲翔全国路演活动中， 每一站
都将通过“商业区车型展示”和“试乘试驾”两大
环节， 对 Viaggio 菲翔进行为期两天的全方位展
示和体验。 在长沙站的“商业区车型展示”现场
中， 广汽菲亚特向消费者全面展示了 Viaggio 菲
翔时尚动感的外观、温馨高档的内饰，宽敞舒适
的空间等精湛制造工艺，让消费者近距离接触和
认识了这款充满意式魅力的精品之作。凭借舒展
流畅的线条、精妙均衡的比例与镀铬饰条的巧妙
运用，Viaggio 菲翔完美诠释了意大利的设计哲
学，吸引了川流不息的消费者驻足观赏。 而位居
中级车之首的 2708mm 轴距，也让亲身体验的消
费者感受到了宽敞空间所赋予的舒适享受。 此
外，8.4 英寸 U-connectTM 触摸显示屏、 多功能
运动型方向盘、高级 Nappa 真皮座椅、双区自动
独立空调等豪华配置，更是让消费者享受到了媲
美高端车型的价值体验。 “菲翔酷似‘玛莎拉蒂’
的意式外观造型，很容易让人一见钟情。 黑米配
色的内饰，温馨又不失时尚，还有一系列不输于
豪华车型的高档配置，性价比很高。”一位在场的
意向客户告诉本刊记者。

为了让大家更加深入了解 Viaggio 菲翔，广
汽菲亚特还在车型展示现场配备了专业的销售
顾问，为消费者进行一对一绕车讲解。 感兴趣的
消费者还可在展示现场报名，参加第二天的试乘
试驾活动。

“试乘试驾”环节中，广汽菲亚特邀请了专业
车手进行讲解，并设置了 S 绕桩、直线加速、趣味
互动游戏等体验项目， 让参与客户尽情体验了
Viaggio 菲翔引以为傲的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 6 速干式双离合变速器的高可靠性黄金动力
组合所带来的激情驾驭。 通过 S 绕桩，参与客户
亲身体验到 Viaggio 菲翔出色的运动底盘悬挂和
转向的精准；在直线加速项目中，Viaggio 菲翔优
异的加速性能和制动灵敏性，让在场的观众倍感
惊喜；趣味互动游戏项目更是调动了每一位活动
参与者的热情， 并进一步了解了菲翔的产品性
能。 一位参加试驾的客户表示：“首次试驾菲翔
后， 菲翔 1.4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6 速双离合变
速器的动力组合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它的动
力跟很多 2.0L 以上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车型不相

上下，动力充沛，操控流畅，并且底盘扎实，转向
精准，这在同级别车型中都属于上乘者。 ”

除了试乘试驾， 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养车课
堂、选车讲堂、金融理财讲座等活动，由广汽菲亚
特邀请专业技术人员，为现场消费者讲解汽车养
护知识、开车可能引起的疾病预防方法以及投资
理财知识，增进了现场观众在用车养车方面的知
识。

现场的广汽菲亚特区域经理向记者表示 ：
“广汽菲亚特的品牌理念是 ‘人生如此美丽’，从
成立之初就致力于制造精品汽车，并带给消费者
更美好的生活体验。 此次全国路演，我们的目标
就是把菲翔所代表的美丽人生带给更多的消费
者，让大家通过广汽菲亚特汽车享受更美好的生
活。 ”

除了 Viaggio 菲翔， 路演现场展示的还有三
款菲亚特品牌进口车型———时尚高端小车菲亚
特 500、 全越界 SUV Freemont 菲跃和原装进口
运动轿车 Bravo 博悦，让消费者可以全面感受菲
亚特汽车的魅力。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广汽菲亚特 Viaggio菲翔全国路演启动

据了解，第四届起亚澳洲业余网球公开赛
中国站比赛即将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在上海源
深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帷幕。 届时来自全国的 48
名（男子 32 位、女子 16 位）网球精英将齐聚一
堂。 他们将面临淘汰赛和冠军赛的连环拼杀，
以火热的激情和青春的汗水燃烧整个申城，全
力演绎一年一度的巅峰之战。

据悉，本届大赛的奖品相当丰厚，男女单
打冠亚军分别获得 30000 元、10000 元的现金
奖励，且均可携一名亲友于明年 1 月份赴澳洲
观看澳网比赛，并代表中国参加澳网业余赛总
决赛。 与去年相比，今年亚军选手获得同样的
资格，尽览大师的赛场风采。 进口起亚表示：这
一奖项突破，一方面与网球在中国越来越流行
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吸引更多的网球爱
好者加入其中，共享激情与梦想。

本次大赛提供的展车是进口起亚旗下都

市 SUV———第三代索兰托。 自 2002 年进口起
亚推出第一代索兰托以来， 历经两次改进，成
为进口 SUV 市场的重要车型。 第三代索兰托
于今年 10 月 25 日正式上市，在底盘、动力、技
术以及安全上进行了极致升级。 它将动感时尚
的造型、 人车合一的驾驭体验与 UVO 车载信
息系统等尖端科技紧密融合 。 在精英人士看
来，脱胎换骨的第三代索兰托恰到好处地诠释
了网球的运动精神。 它不仅仅是一辆代步工
具，更是时尚、动感的象征，代表了自我超越和
积极进取的强大内在。

作为四大满贯之一的澳网，影响力与日俱
增， 起亚汽车已经连续十一年赞助这一赛事。
网球运动实现优雅与动感、活力与激情的最佳
组合，在中国也越来越受到欢迎，进口起亚于
2009 年首次在中国举办起亚澳网业余公开赛，
迄今为止是第四届。 而通过这种比赛模式，起

亚为民间网球高手搭起了一个相互交流和竞
技的平台，也成功展现了其“激情超越梦想”的
品牌内涵。 纵观业内，尽管钟情网球运动的企
业和品牌不在少数，但如起亚一样始终执着坚
持的就难觅一二了。

2012 年起亚汽车首次入围“全球最佳品牌
100 强”，品牌价值同比增长了 50%。 相信这一
重大飞跃与起亚长期将目光锁定体育营销、赞
助国际顶级体育赛事是密不可分的。 除了结缘
澳网长达 11 年， 起亚同时涉猎世界杯、 欧洲
杯、NBA、X-Games 世界极限运动大赛等，它尽
情表达了对体育精神的推崇，同时与消费者之
间也逐步培养了一份亲密的共鸣感。 今后，进
口起亚也将继续努力，不论是推陈出新的产品
及服务，亦或是各具匠心的营销活动，都将带
给消费者更专业、更贴心、更惊喜的体验。

（王天笑）

起亚澳网业余赛启动在即
第十届广州国际车展即将于今日开

幕。 长城汽车将延续“专注 专业 专家”
的主题亮相。

据了解，本次车展长城汽车携旗下
三大品类全系热销车型悉数亮相。 展台
的最大亮点，即现下热销车型———哈弗
M4 春节版的率先上市。 另外哈弗 E、哈
弗 H8、 及风骏 5 欧洲版等车型也将使
长城展台看点连连。 同时亮相的还有
长城汽车自主研发生产的多款发动机
与底盘系统。

哈弗 M4 是成功开发小型 SUV 的
代表作 ，5 月上市以
来就占领了中小型
SUV 的高地，单车型
已 连 续 2 月 排 入
SUV 销量前十。 哈弗
M4 春节版在原有车
型基础上增加多项
个性特征。 在外观和
配置方面均有亮眼升

级。 本次在广州率先上市并接受预定，
限售 1000 台，值得期待。

今年来，自主品牌长城汽车在车市
跌宕中一路稳步增长，销量与业绩双双
攀升 。 前 10 月长城累计销售 492941
台，同比上升 28.8 %，前三季度实现净
利润 38.68 亿 ，同比增 47.82%，此番成
绩值得行业及车友关注。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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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弗 M4 春节版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