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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中国快步进入“汽车社会”，
汽车在“量”上剧增的同时，汽车产品
的品质问题也成为全社会越来越关
注的焦点。 作为站在广汽集团、三菱
汽车两个巨人肩膀上的新晋合资企
业，广汽三菱在成立之初就高瞻远瞩
地把“品质”写进了企业的理念并贯
彻落实，成为目前整个汽车市场中一
股强劲的追求“品质”至上的正能量。

理念先行：“品质” 是企业
的生命力

品质是企业的生命力，这是一句
老话，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现如今
的关键在于怎么进行“品质”的创新，
以适应不同时代的市场发展趋势。从
广汽三菱的企业理念中，我们就看到
了不一样的“品质”追求。

在 2012 年 11 月的广州车展
上，刚成立一个多月的广汽三菱以全
新的企业面貌盛装亮相。 其中，最大
的亮点之一就是，广汽三菱执行副总
经理付守杰正式对外发布了广汽三
菱的企业理念———“以专业、安全、优
质的汽车产品，创新汽车生活，守护
绿色地球。 ”

在企业理念中，广汽三菱对“品
质”的内涵进行了全新的阐释。 对于
广汽三菱来说，“品质”不仅仅是在好
的质量，而是专业、安全、优质的综合
体现。基于丰富、坚实的“品质”内涵，
广汽三菱提出了“创新汽车生活，守

护绿色地球”的更高追求，体现了广
汽三菱致力于成为社会期待、消费者
认可的环境友好型企业，并通过持续
的创新、不断的进取以及对完美的不
懈追求，积极推进节能、环保等技术
创新，为消费者创造引领潮流的全新
汽车生活体验。

站在高起点：“品质”背后的
基石

对于很多的企业来说，“品质”的

提升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摸索和积
累，而广汽三菱从股东方的深厚土壤
中吸取养分，在成立之初就站在高起
点之上，拥有了成熟的产品“品质”管
理体制和技术基础。

广汽三菱引进了广汽集团先进
的产品品质管理体制，为产品“品质”
提供了制度保障。 广汽三菱制定了
“产品一次下线合格率”的考核指标，
从源头上狠抓产品品质：从强化供应
商的管理入手，将质量监管关口前移
到供应厂家，从源头上杜绝不合格零

部件流入；从零部件到厂开始，包括
流水线生产在内的各个环节都要保
质保量完成。 基于这种严格、完善的
品质管理体制， 在整车量产初期，广
汽三菱很快就实现了整车质检“零缺
陷、零扣分”的双突破，实现了产品品
质的飞跃。

此外， 广汽三菱也传承了三菱
汽车“SUV 世家”的专业技术，为产
品“品质”提供了技术保障。从达喀尔
12 次夺冠到 WRC 上 34 次卫冕的
辉煌战绩，三菱汽车已经深深刻上了

“专业”的品牌烙印。与品牌资源同等
重要的是，随着新车型的导入以及大
部分零部件的国产化，三菱汽车国际
领先的制造技术一同引进到了国内，
成为广汽三菱迅速推出“品质”过硬
的新车型的坚实基础。

产品诠释： 新劲炫 ASX 是
“品质”的硕果

在各种 SUV 大行其道的时代，
新劲炫 ASX 的上市，告诉了消费者
什么才是真正高“品质” 的城市
SUV。 新劲炫 ASX 采用了与欧蓝德
EX 劲界一样的专业 SUV 底盘、著
名赛车三菱 EVO 的动力系统等纯
正 SUV 技术，在同级别车型里动力
等性能无出其右。 正是因为高“品
质”，自上市以来，新劲炫 ASX 便荣
获了多项由权威媒体或机构评选的
奖项， 充分证明了广汽三菱的产品

“品质”得到了认可。
在制定售后服务政策的时候，广

汽三菱还打破了行业常规，展示了对
于自身产品“品质”的十足信心。针对
新劲炫 ASX， 广汽三菱推出了领先
国内同级别车型的五年或十万公里
（以先到为准）超长保修期限、常用零
部件价格与进口劲炫相比下浮 20%
等政策。 而在目前的汽车行业中，同
级别车型普遍都是两年或六万公里

保修期限政策，与广汽三菱相比立马
高低立显。

可以预见，中国“汽车社会”的进
程将会持续高速前行，但“质”和“量”
的同步提升才能铸就健康的“汽车社
会”。针对目前的行业现状，每一个汽
车厂商有责任和义务为整体行业
“质”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而广汽
三菱无疑为汽车行业提供了一个值
得借鉴的范本。

广汽三菱：创造专业、安全、优质的汽车产品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广汽三菱总经理辰巳大助（右）、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
付守杰与新劲炫 ASX 合影。

新劲炫 ASX 涉水图

� � � �屡创奇迹的凯美瑞，在上市 81 个
月之后，再次创造奇迹！ 3 月 13 日，广
汽丰田宣布凯美瑞国内销量突破 100
万辆， 以 6 年 9 个月同级别车中最短
时间挺进“百万辆俱乐部”，延续着一
直以来的“凯美瑞速度”，也为后来者
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标杆。

为回馈消费者，凯美瑞“2013 款
增值版” 在当天宣告上市， 新增 2.0E
精英版、2.0G 舒适版和 2.5G 舒适版三
款车型， 以 17.98万元起的官方售价，
再创中高级车性价比新高度， 为消费
者带来更加物超所值的选择。

广汽丰田同时还开展了“百万信
赖 感恩回馈”主题活动，包括“信赖感
恩回家礼”、“精彩体验试驾礼”、“万元
增值购车礼”等系列活动。

广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经理冯兴亚表示，凯美瑞能赢得百万车
主的信赖，是广汽丰田对品质和服务不
懈追求的结果，广汽丰田将以百万销量
为起点，传承和发扬科技优势，继续提
供超越顾客期待的产品和服务。

“派发百万红利” 再树性价比
标杆

7年前，凯美瑞“一飞冲天”上市，开
启了充满辉煌的传奇征途， 连续 16个
月雄踞月度上牌量榜首，在 2007、2008

年连续两年蝉联年度上牌量冠军，引领
中高级车市进入“凯美瑞时代”。

随着百万销量的达成， 规模效应
愈加明显， 为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
“百万红利”。 国内达成百万销量的凯
美瑞，在全球更是累计受到了 1500 万
消费者的青睐。 令竞争对手望而生畏
的巨大保有量， 实现研发和制造成本
分摊最大化，大大提升成本竞争力，使
其能以更高性价比让消费者直接受
益。 更重要的是，全球千万车主共同使
用， 使得凯美瑞经受了各种路况各种
情形下的最严苛检验， 有利于故障的
及时发现和完善， 从而更好地保障产
品品质。 同时，巨大的保有量也使保养
和维修成本更亲民， 免除了消费者用
车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高品质与好服务 铸就凯美瑞
“金字招牌”

以同级最快速度达成百万销量，凯

美瑞叫好又叫座的背后，是全面惠及消
费者的“凯美瑞价值”———堪称同级标
杆的顶级品质水平和顶级服务水准。

作为丰田全球战略车型的凯美
瑞，始终坚持“高 QDR”（高品质、高耐
用性、高可靠性）的基因，由此带来了
极低的故障率和超高的保值率， 在广
大消费者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 在全
球权威调研中， 凯美瑞斩获无数品质
奖项。 在 J.D.Power发布的 2012年中
国车辆可靠性研究报告中， 凯美瑞在
高端中型车中雄居榜首。 在以严苛著
称的丰田全球品质检查中， 广汽丰田
屡创佳绩，2012年，第二生产线更是实
现了“零不良率”的全球最高评价。

除了产品和制造的“硬实力”，备
受称道的“凯美瑞体验”也成为凯美瑞
制胜市场的“软实力”。 广汽丰田自成
立伊始就确立了“尊贵、贴心”的渠道
理念， 引进全球领先的 e-CRB 系统
（智能化渐进改善的顾客关系构筑系
统），倾力打造以“触手可及的尊贵感、
安心便利的享受和及时准确的信息”
为核心内涵的“凯美瑞体验”，树立起
行业服务的全新标杆。

巅峰科技 决胜凯美瑞“下一个
百万”

在成功突破百万辆大关之后，凯

美瑞即将迎来品牌的全新发展时
期———“后百万时代”。 在中高级车市
迎来换代潮、 德系日系攻防大战正酣
之时，强势刷新行业纪录的凯美瑞，作
为全球中高级车市场的领导者， 必将
凭借雄厚的体系化竞争力和傲领全球
的先进科技， 拉开中高级车市场的变
局大幕。

在传承第六代凯美瑞核心优势
的基础上， 第七代凯美瑞以动力、安
全、设计三大创新科技塑造出“全面
领先、完美均衡”的全新产品价值，创
立了中高级车的价值新基准。 在动力
方面，第七代凯美瑞配备了丰田全球
领先的“ACIS 智能谐波增压进气系
统”等先进科技，实现了动力性能和
燃油经济性的革命性突破。 安全方
面， 在配备丰田独步全球的 GOA 车
身基础上，第七代凯美瑞率先移植了
此前只有在豪华轿车上才装备的
BSM 盲区监控系统、PCS 预碰撞系
统、ACC 主动巡航系统和 AL-TPWS
自定位胎压监测系统等安全技术，以
安全科技的新标杆， 创下 C-NCAP
五星 + 的同级最佳成绩。 在设计方
面， 车身率先采用 F1 赛车技术的空
气动力学设计， 后视镜根部导流鳍
片、底盘平整化设计等，大大提升了
行驶的稳定性。

(谭遇祥)

� � � � 3 月 18 日，华泰汽车旗下“超级家
轿”———华泰 路盛 E70 在鄂尔多斯华
泰汽车工业园隆重上市，共推出 4款车
型，售价 6.97-8.97 万元，凭借六大优
势强势冲击中级车市场。

华泰路盛 E70 被誉为“超级家
轿”， 这主要得益于其在同级别车型中
具有超高安全、超豪外观、超大空间、超
稳操控、超强动力、超长质保六大优势，
从而具有了超高性价比，整车的技术含
量、性能和品质远远高于其他品牌同类
车型， 成为自主品牌中级轿车的新标
杆。

华泰路盛 E70 从开发设计之初就
完全以德系车要求为标准，从用户角度
出发，紧扣国内消费者的消费心理趋势
的变化，满足中级车用户对于实用性和

身份象征的双重需求。以 B级车的品质
和价值满足 A 级车主的需求和价格承
受力，以大打小。

华泰路盛 E70 采用德系车设计风
格，外观大气尊贵，前脸大面积进气格
栅设计气派优雅，前保险杠与中网巧妙
融为一体，给人以尊贵、沉稳的印象，同
时， 前后贯穿的腰线又不失时尚动感，
水晶剔透前大灯和 LED 后组合灯则充
满了科技感。

考虑到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华泰路盛
E70的车身尺寸为4777x1794x1481mm，
轴距长达 2678mm，在中级轿车中属于
佼佼者，已经达到 B级车的尺寸。 宽大
的车身加上灵活的内室空间设计，为消
费者带来充裕的驾乘空间，使乘坐更加
舒适。

华泰路盛 E70 的底盘技术源自德
国，采用了只有豪华轿车才使用的后多
连杆式独立悬架，整车稳定性、安全性、
操控性和舒适程度都大幅提升，超越同
级车水平， 带给消费者舒适的驾控体
验。 车身设计也采用了德国技术，比如
车门设计中采用了 Y 型防撞梁的新型
结构，可以有效提高车门防止侧向撞击
的能力，保护乘员安全。 前端部件上加
装了泡沫件作为缓冲材料附着在保险

杠横梁上， 在车辆与行人发生低速碰
撞时， 不仅能起到保护前后车体的作
用，更能有效地起到缓冲作用，减轻对
行人的伤害程度。

华泰路盛 E70 搭载三款强劲发动
机， 分别为 2.0L 汽油发动机、1.5D 清
洁柴油发动机、及后续上市的 1.5T 汽
油发动机， 配合德国 ZF 技术变速箱，
满足了消费者对强劲动力需求的同
时，降低了消费者的用车成本，而且减
少了废气排放。

华泰路盛 E70 由华泰汽车依照德
国车制造工艺水平建设的鄂尔多斯工
厂精心打造、品质可靠，而且，整车尊
享 5 年或 15 万公里超长质保期，超越
同级大部分竞品， 让消费者全无后顾
之忧。

华泰路盛 E70 也提供了豪华车
才有的各种高端配置， 其中安全配置
方面，向德系车看齐。 ABS+EBD、高
张力钢板安全车身 / 四门防撞梁、前
排双安全气囊等配置大幅提升了整车
安全。 真皮座椅、一键式启动、无钥匙
进入、电动天窗、自动空调、大灯延迟
熄灭、后排空调出风口、采用双液压顶
杆设计的前引擎盖及后备箱盖等配置
和功能大幅提升了驾乘的舒适性和便

利性。 华泰汽车投入巨资倾力开发的
TIVI 实时车载智能决策系统，更身兼
GPS 导航、倒车影像、影音娱乐、生活
信息等多项功能，并且能与 iPhone 等
智能手机连结， 使华泰路盛 E70 成为
一款真正的 3G 时代互联智能汽车。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最大限度
的关注，确保华泰路盛 E70 这款“超级
家轿”的上市取得成功，华泰汽车将对
它采取分区上市的形式，形成波浪式传
播热潮，满足区域消费者的需求。 这也
是华泰汽车在汽车营销方面的一个创
新性举措。

3月 18日， 华泰路盛 E70 首先在
内蒙古鄂尔多斯和山东上市，因为山东
和内蒙都是华泰汽车传统的重点市场，
5月之后将大范围的在全国上市。 华泰
汽车的这种创新性上市模式，将让区域
消费者的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当
然，从现在开始全国所有华泰汽车经销
店也均可接受新车的预订。

（谭遇祥）

� � � � 作为广汽乘用车旗下的首款 T 动力
产品，传祺GS5� 1.8T不仅成功穿越世界海
拔最高的库木库里沙漠， 还在千里冰封的
牙克石经历极寒考验，其品质、操控、动力
等方面均得到肯定。 时下，传祺 GS5� 1.8T
登陆长沙，在星城一展优越驾控风采。

唤起驾驭激情 T 动力营造优
越驾控

传祺 GS5� 1.8T 运用全球最新增压
中冷（T/C）技术，配备博格华纳顶 Turbo
级涡轮，最大功率达 130千瓦。 直线路面
上，深踩油门，持续而强劲动力输出令人
印象深刻 。 当发动机转速刚刚越过
1700r/min， 可达 237N.m 的最大扭矩，
动力澎湃而出，这一亢奋的感觉一直持续
到转速 5250� r/min。

博格华纳最新 i-4WD 智能适时四
驱系统令传祺 GS5� 1.8T 可随时在
2WD/4WD/LOCK 三种模式中转换，实
现 0-100%扭矩连续可变智能传递；整车
爬坡度可达 49%， 配合上坡辅助控制系
统轻松的爬上陡坡；而下坡辅助控制系统
令驾驶者不用控制踏板，慢速、稳定、安全
的通过陡坡。

来自日本的爱信 5 速手自一体变速
器与发动机匹配良好，D 挡模式下， 变速
箱能智慧地领会驾驶意图： 经济时速行
车，变速箱升挡积极，提高燃油经济性；急
加速时降挡迅速， 满足驾驶者的加速需
求。 而在 S 挡模式下，油门响应更积极，
驾驭更加激情四射。

前瞻外观设计 风尚造型领潮
流

传祺 GS5造型以雪豹潜伏时的姿态
为设计灵感，运用国际前沿光影雕塑设计
理念打造，动感、大气，且时尚范儿十足；采
用工艺复杂且公差要求极高的反弧设计
打造的炫美腰线，将雪豹捕食时的姿态通

过钢铁艺术演绎出来。
广汽传祺产品以细腻著称，传祺 GS5

沿袭这一基因，契合城市消费者对细节品
质的高要求。软性材质包裹的仪表板和车
门内饰板做工精细，手感细腻。坐在车内，
闻不到刺鼻难闻的气味， 令人心情愉悦。
4732mm/1854mm/1680mm 的宽大车身
尺寸和 2710mm 的轴距， 带来宽适的内
部空间和 480L 的超大后备箱，装下出行
物资绰绰有余。

科技配置丰富 越级尊贵驾乘
体验

丰富人性化科技配置是亦为传祺
GS5的一大亮点。传祺 GS5� 1.8T全系标
配博世最新第九代 ESP 系统， 提供八位
一体全方位主动安全防护，与世界顶级豪
车同步。 此外，AFS 弯道辅助照明系统、
EPB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TPMS 直接式
胎压监测系统等，实现了畅快操控和安全
保障的完美平衡。

市场销售数据早已印证了消费者对
传祺 GS5的喜爱，今年 1月，2.0L 单一车
型销量突破 6000 辆，成为中国品牌中高
端城市 SUV 销量冠军。 传祺 GS5� 1.8T
上市，填补了 20 万内高性能 T 动力城市
SUV 的市场空白，其主销车型售价在 14
万 -18 万之间， 比同级合资车约低 5 万
左右，随着传祺 GS5� 1.8T 区域试驾活动
在全国范围展开，优越性能将逐渐被广大
消费者了解，有望与传祺 GS5� 2.0L 一道
成为市场热销车型。 （王天笑）

� � � � 2013 年 3 月 15 日上午 11 点多，
长沙鸿基公司办公室进来两个青年男
子，一进门就非常激动地说：“太感谢你
们鸿基公司了！ ”,并递上了“拾金不昧
好的哥”的锦旗。

原来，3 月 15 日凌晨 5 点多，王先
生和朋友在长沙晚报搭乘湘 AT2288
出租车， 到目的地星沙购物中心后，因
当时王先生和朋友两个人正聊着起劲，
给了车钱就下车。 等到家后，王先生突
然发现自己口袋中的 5000 元现金不
见了， 回想起应该是落在出租车上了。
但因为没有留坐车的票据，也根本不知

道所坐出租车的任何情况。
因为这笔现金是公司的资金，王先

生当时慌了神。这时王先生朋友突然想
到可以通过 GPS 公司由行驶路径查出
匹配的出租车。于是王先生只能抱着试
一下的心情， 就将自己情况反映到了
GPS赛格公司。

上午 10 点左右， 王先生接到鸿基
公司电话，告诉他驾驶员送来了在车上
捡到的 5000元现金， 让王先生悬着的
心总算落了定。 原来， 当班司机湘
AT2288 出租车驾驶员夏金生在发现
车前座被遗失的现金后，拨打鸿基公司

值班电话将情况进行了汇报，并在公司
上班后将现金交到了公司。

所以当 GPS 公司根据行车轨迹联
系上鸿基公司后，鸿基公司工作人员根
据赛格公司提供的失主的情况，马上联
系上了王先生，将其丢失的现金现在已
经送到了公司的喜讯告诉了他。

王先生非常的激动，就这样出现了
开始的一幕，王先生表示根本没有想到
能在没有任何线索的情况下，能这样快
的找到自己遗失的现金，“真的太感谢
鸿基公司及驾驶员的热心帮助和拾金
不昧的精神！ ” (王天笑)

� � � �日前，多个城市的汽油价格因此重
新回到“8元时代”。 面对日渐高涨的用
车成本，以雅力士为代表的低油耗小排
量家用车自然倍受消费者青睐。

油价上调，车主的用车成本随之增
加。 以上海为例，93号汽油为 7.99元 /
升，上涨 0.24 元 / 升，相对一辆百公里
平均油耗 10升的汽车，每月行驶 1300
公里计算，一年算下来，燃油费用增加近
400 元，总油费则接近 13000 元，对工
薪阶层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对于许多即将买车的消费者来说，
这笔细账真是看得人“心慌慌”。 因此低

排量的小型车备受青睐理所当然。 以雅
力士为例，国家工信部公布的百公里综
合油耗仅为 6.8 升左右， 若每月行驶
1300公里，油费仅为 706.31元，一年花
费也只是 8475.79元。 相比于一年动辄
开销上万元油费的大排量车型，雅力士
着实为车主们节省了不少。

但在国内上市五年之久的雅力士
并非“仅此一招”，它还以安全、制造工
艺、 操控等多方面同样突出的表现，
“俘获了” 不同用车需求的消费者的
心， 是备受肯定和青睐的高品质低油
耗“国民”小车。 （谭遇祥）

凯美瑞以同级最快速度达成百万销量 “2013 款增值版”感恩上市

“超级家轿”华泰路盛 E70 震撼上市 售价 6.97-8.97 万元

5000 元现金失而复得 感谢“的哥”拾金不昧

华泰路盛 E70 外观。

广汽丰田领导与凯美瑞合影

最具驾驶优越感
传祺GS5� 1.8T 试驾体验

油价重回 8元时代
低油耗小排量雅力士受青睐

广汽传祺 GS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