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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华泰汽车的主力销售车型，圣
达菲创造了经典传奇。 本届广州车展，
全系升级的华泰圣达菲倾情推出，该车
采用华泰汽车全新 U 盾式家族前脸和
更具国际流行元素的新型中网设计，使
得这款国际经典 SUV 更加时尚大气 。
而经过大幅度的价格调整以及配置升
级后，在产品品质上得到全线升级的圣
达菲， 将在本届车展为喜爱 SUV 车型
的消费者推出一道以超值“T”动力当家
的经济套餐。

1.8T 导航版： 直降 4
万 ,10 万内唯一“T 动力”
SUV
� �圣达菲 1.8T 导航版是华泰汽车向喜

爱涡轮增压 SUV 的消费者倾情奉献的
一款降价增配新车， 这款车最大的特点

是搭载了具有顶尖技术的英国罗孚 “卡
瓦奇”1.8T 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与英国
著名的莲花跑车和陆虎神行者出自同一
平台。 革新性的霍尼韦尔超高压 TCL-
Tech 涡轮增压技术， 解决了传统涡轮增
压发动机的涡轮滞后问题， 实现了与普
通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同的动力响应灵敏
度。 该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 118Kw，峰
值输出扭矩为 215N.m，足以媲美 2.4L 自
然吸气发动机的水准。 更令人欣喜的是，
这款发动机升功率高达 65.6 Kw，升扭矩
高达 119.4 N.m，油耗降低 30%，完美解
决了动力与油耗间的矛盾。

圣达菲 1.8T 导航版仅售 9.57 万
元，比原有 1.8T 车型直降 4 万，创造了
国内涡轮增压 SUV 的价格新低， 且配
置丰富，集电动天窗、GPS 导航系统、行
车电脑显示屏、自动空调、真皮座椅、真
皮方向盘、倒车雷达、中控彩色大屏等

高端配置于一身， 一举成为 10 万元内
动力最强、配置最丰富且国内唯一一款
带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国际中级 SUV。

2.0T 飓风版： 柴能无
双,10 万内动力最强油耗最
省的柴油 SUV
� �圣达菲 2.0T 柴油飓风版是华泰汽

车为关注燃油经济性的消费者奉献的
又一扛鼎力作。该车搭载的欧意德 2.0T
清洁型柴油发动机源于意大利 VM，在
世界范围内有着最为成熟和领先的清
洁柴油动力技术，当前在中国已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并实现量产。 这款发动
机采用了最新一代电控高压共轨燃油
喷射技术（CRDI）和可变截面涡轮增压
技术（VGT），再加上先进的中冷废气再
循环技术（EGR），达到了欧Ⅳ排放标准

（可提升至欧 V），具有高环保、油耗低、
功率强、扭矩大等优点。 与同级别汽油
车相比， 能够减少 30%的燃油消耗，还
能降低 25%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
50%的扭矩。这款发动机动力强劲，升功
率 达 到 55.25 Kw， 甚 至 比 奥 迪 A6
2.7TDI 发动机还高 6%； 最大扭矩 310
N.m/2000 转， 超过 3.0L 排量的自然吸
气汽油发动机，这给既注重动力性更关
注燃油经济性的用户带来了福音。 这款
车售价 9.97 万元， 创造出柴油中高级
SUV 价格新低。

全线升级，圣达菲产品
序列更加完善

除这两款超值“T 动力”SUV 之外，
本次车展展出的天窗版圣达菲也是一
款因超值而旺销的车型， 只售 8.37 万，

仅比 7.97 万的圣达菲舒适型多出 4000
元，而且将原有的钢轮毂升级为铝合金
轮毂、增加了前雾灯等等。 今年华泰汽
车还主动对两款采用原装进口发动机
的四驱自动档车进行了价格调整，降幅
4-8 万元。 在价格上一直走亲民路线的
圣达菲全系价格调整后价值全面得到
提升，产品序列也更加完善，产品价格
覆盖 7 万、8 万、9 万等多个价格区间，
而且在排量、动力配备、驱动形式等方
面也更加丰富， 汽油车中既有 2.0L 排

量，也有 2.7L 排量，还有 1.8T 涡轮增压
动力；柴油车中既有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欧意德 2.0T 清洁柴油发动机 ，
也有采用韩国现代原装进口的柴油发
动机，而且有两驱的，也有四驱的。

全新时尚的新型前脸造型，全面的
价格调整，全线升级的圣达菲也凭借更
加完善的产品序列和更加超值的产品
组合， 让喜欢中级 SUV 的消费者有机
会享受到这款国际中级 SUV 带来的超
值盛宴。

新车价格同为 22 万，3 年后在同一
城市同一时间出售，王先生卖出的价格
是 15 万 ， 陈先生卖出的价格不到 10
万，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大的差距？
是什么影响了二手车出售的价格？

这一影响的因素就是保值率。 保值
率是指某款车型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其
卖出价格与购买车辆时价格的比值，简
单说就是一辆车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
后，还能卖出多少钱。

近年来，随着二手车市场的快速发
展，保值率在二手车买卖中也受到了越
来越多的重视。 那么，消费者应如何挑
选具有高保值率的二手车？ 在卖车时如
何能获得最理想的价格？

“心悦认证二手车”
造就放心高品质

目前二手车市场由于缺乏行业规
范和监督，二手车质量较难保证。 如果
某种品牌或车型整体品质不佳，不仅其
保值率低，还会存在安全隐患。

针对这一市场现状，广汽丰田“心
悦二手车”引进丰田全球标准的认证体
系，通过严格的车源甄选和专业的官方
认证翻新，为消费者提供值得放心的高
品质二手车。

成为“心悦认证二手车”的车辆，首
先必须排除无法保证品质的改装车、水
浸车、拼装车等六类隐患车辆；在此基
础上，需满足“车龄在 5 年以内、行驶里
程不得超过 10 万公里、 车辆必须拥有
完整的维修保养记录” 等多项条件，且
经 “心悦二手车”203 项专业检测鉴定，
评价等级为“优”或“良”。

甄选后，广汽丰田会对符合以上条
件的二手车进行官方认证翻新，通过维
修和清洁等工序让二手车具备更佳状
态。 维修方面由 4S 店专业技师主理、
100%使用厂商提供的纯正零部件；清洁
方面更是一丝不苟， 从外观到内饰，甚
至发动机舱、以及室内座椅下的死角都
彻底清洁干净。 最后进行抛光打蜡，使
其恢复如新车般的品质。

最后，广汽丰田再一次对二手车进
行标准化检测，检测结果合格，才能成
为“心悦认证二手车”。

贴心售后服务
带来愉悦体验

保持良好的车况，在延长车辆使用
寿命的同时，也能延缓车辆保值率的递
减速度。 因此是否具备完善的售后服
务，也是影响二手车保值率高低的因素

之一。
广汽丰田“心悦二手车”为购买二

手车的顾客提供媲美新车的售后服务，
让顾客在购买二手车、使用二手车的全
过程中，都能享受到来自 e-CRB（智能
化渐进改善式顾客关系构筑系统）的定
期提醒关怀， 同时一应相关手续流程，
如过户、转籍、提档、物流等，均由“心悦
二手车”提供一条龙服务，便捷又省心。

对“心悦认证二手车”，广汽丰田更
提供具体的保修及保养承诺， 所有的
“心悦认证二手车” 都能享受 1 年 2 万
公里的保修，以及 2 次免费保养，保养
项目与新车完全一致。

据了解，广汽丰田渠道服务一向在
行业及消费者中拥有较高的口碑和评
价 。 今年 7 月 ， 广汽 丰 田获 得 J.D.
POWER 中国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调
查指数研究亚军，以总分 887 分，高于
行业平均分 55 分的优势实现了十个名
次的跃升。

广阔二手车处理渠道
实现高效益

车主在出售二手车时都希望能卖
出较高的价格，拥有较高保值率的车辆
一般来说其售出的价格都有一定的保

障，此外，车况评估和出售渠道也会对
价格造成影响。

广汽丰田对每一辆二手车均进行
包括骨架、机电、外观、内饰 4 个方面高
达 203 项的二手车检测，评估师会把检
测信息准确录入数据库，然后利用广汽
丰田开发的手机评估终端进行评估，系
统自动生成“优、良、中、下、差”5 个级别
的车辆评价。 这一评估终端可以有效地
消除人为因素造成的车辆品质评价结
果不一致等问题，因而能准确反映出二
手车的真实状况，而不会出现低估。

评估鉴定后 ， 车主可以借助 e-
CRB 系统 （智能化渐进改善式顾客关
系构筑系统） 中的市场竞价查询功能，
快速获得 4S 店提供的满意的二手车收
购价格。

另外 ，车主也可以通过 “心悦拍 ”
二手车拍卖业务，把车况上传至“心悦
拍”网络拍卖平台，让全国各地买家同
时竞价， 而异地竞价有利于二手车产
生最大化的市值。 据介绍， 广汽丰田
“心悦拍”二手车拍卖业务拥有广阔的
二手车处理网络， 千余家的二手车出
售渠道遍布全国。 而且整个拍卖过程
诚信透明， 真正帮助车主以最理想的
价钱售出旧车。 (王天笑)

11 月 22 日，在琶洲国际
会展中心， 第十届广州国际
车展正式拉开帷幕， 多款新
车惊艳亮相成为万众瞩目的
焦点。 这次，进口起亚不仅带
来了旗下全车系车型， 不久
前在巴黎车展全球首发的第
三代佳乐也首次登陆中国 ，
在广州车展上重磅出击。 以
全新的动力性能和空间理
念， 精彩演绎此次盛会主题
“引领方向·驾驭未来”。

第三代佳乐作为进口起
亚目前在售的新佳乐的替代
车型，将于 2013 年引入中国。
第三代佳乐是在起亚首席设
计师彼得·希瑞尔指导下设计
的，围绕着“时尚且实用”来进
行构思。 在注重产品实用功能
的同时， 也在其中融入了对
“情感化设计”的诉求。 第三代
佳乐配备了 2.0L 发动机和 6
速自动变速器，采用虎啸式家
族前脸，拥有动感的欧洲设计
风格，全长 4,525mm，轴距达
2,750mm，车身空间宽敞，有 5
座和 7 座两种可供选择，可满
足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外出就餐、 购物
和家庭出游的需求。同时，第二排座椅都
具有 60:40 的可折叠设计， 还有许多丰
富实用的储物空间， 能够最大限度提升
日常使用的多用性和实用性。

此外， 进口起亚还携旗下
全车系亮相本届车展， 包括日
前刚刚发布上市的全新城市
SUV-第三代索兰托，MPV 经
典之作-Grand VQ-R，尖端智
能运动型豪华轿车-凯尊 (K7)
等车型也都在广州车展上进行
了展出。 第三代索兰托是进口
起亚 2012 年的最新车型，不仅
外观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加入了诸多时尚元素， 更以稳
固的 H 型底盘平台给用户们带
来不一样的驾乘感受。 同时，还
提 供 GDI2.4 汽 油 发 动 机 和
R2.2 柴油发动机等不同配置型
号，让用户可以有更多选择。

进口起亚正在持续突破、
丰富现有的产品线 ， 精益求
精。 不仅现有的车型不断带给
中国的消费者们惊喜，第三代
佳乐更打破了传统 MPV 的固
有格局，以“情感化设计”开拓
了人们对紧凑型 MPV 的理
解。 进口起亚还计划于明年将
K5 混合动力 、2013 款凯 尊 、
2013 款速迈、 新秀尔以及 K9
等多款全新车型和改款车型

引进中国市场，以满足日益多元的消费
需求。在保证起亚汽车优秀品质的基础
上，起亚的新生力军们将继续积极传播
起亚“年轻、动感、活力、进取”的品牌形
象。 (徐萌)

广州车展盛宴
华泰圣达菲主推 SUV经济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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