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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44 个世界地
球日， 伴随近来各地频发的大范围持
续雾霾天气， 以及地下水污染等环境
问题，低碳发展、节能减排的环保之呼
声愈来愈高。 作为产业之王的汽车行
业来说， 其方方面面都与环境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对此，作为一个将社会
责任置于发展战略高度的企业， 守护
地球、保护环境，广汽三菱责无旁贷。

理念环保 以信念守护绿色地球

广汽三菱从成立之日起， 就将节
能环保作为系统性的工作纳入企业方
针，提出了“以专业、安全、优质的汽车
产品，创新汽车生活，守护绿色地球”
的企业理念， 昭示着广汽三菱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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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顾客创造
引领潮流的全新汽车生活体验。

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广汽三菱志
在守护绿色人居，承担与社会、自然环
境和谐统一的企业社会责任， 而且进

一步明确了广汽三菱未来的发展方
向 。 这 一 理 念 也 与 三 菱 汽 车
“Drive@earth（驰骋地球、关爱地球）”
的品牌理念契合。 拥有最先进技术的
三菱汽车， 不断从全新角度关注汽车
行驶与环境问题的关联， 通过开发出
独特的兼顾驾驶乐趣和关爱地球环境
的汽车， 实现人类、 社会和地球的共
存。 广汽三菱在自身事业的开展进程
中，也将把这一理念逐渐变成现实。

产品环保 用专业引领绿色未来

选择一款节能环保、 性能优异的
车， 既能有效减少燃油支出又能为生
态环境尽一份力量， 这已然成为消费
者的普遍共识。 源自“SUV 世家”的广
汽三菱坚持“专业创造愉悦”的企业口
号， 通过导入三菱汽车高品质的低油
耗、低排放车型，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
青睐。

新劲炫 ASX 作为广汽三菱为消
费者带来的第一款 SUV 车型，其 2.0L
车型采用了世界著名赛车三菱 EVO
的动力系统， 其功率和扭矩均领先于

同级别车型。基于此动力系统，新劲炫
ASX 2.0L 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两驱
版 7.5L-7.8L，四驱版 8.3L，油耗远远
低于同级别车型。 新劲炫 ASX 还专门
推出了低油耗、 小排量的 1.6L 车型，
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 6.4L， 远远低于
1.6L 车型的平均油耗 7.5-8L，彻底打
破了 SUV 就是“油老虎”的传统认识，
其节约的能源与降低的排放相当于一
年种植六七十颗树达到的效果。同时，
配置的三菱 MIVEC 技术和 EPS 电控
助力转向技术， 亦能兼顾充沛动力和
经济燃油性，使其更经济、更环保。

广汽三菱致力于全面应用环保材
料，更见广汽三菱的环保决心。以新劲
炫 ASX 为例 ， 创造性使用了 MAS鄄
TER 树脂翼子板，这种树脂比钢材轻
50%，大大减轻了部件的重量，进而帮
助减少燃油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又
利于再回收利用。

工厂环保 从源头保护绿色环境

对于广汽三菱来说， 节能环保是
全方位的行动。 广汽三菱厂房坐落在

一片绿色之中， 厂区改造时尽可能保
留绿地，以及遍植的四季风景树，使厂
区绿化率超过 30％， 可有效吸收二氧
化碳， 吸附灰尘， 使厂区空气清新宜
人。

同时，从企业成立开始，广汽三菱
就以工厂生产线升级建设为契机，建
设拥有专业制造体系的绿色环保工
厂， 系统而完善地解决了综合能源供
应系统、废水回收处理、降低能源消耗
和可挥发性有机气体排放控制等重大
环保课题， 使多项节能减排指标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在生产工艺中全面开
展节能减排的同时， 广汽三菱还着重
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 企业车间及办
公楼放置电池及污染物回收箱， 并将
员工产生的生活与生产垃圾分类，通
过无害化处理， 最终实现废弃物的零
填埋。

广汽三菱以“专业”立身，致力从
理念、产品、工厂三方面构筑企业低碳
发展模式。今年，广汽三菱会进一步把
环保节能意识融入到日常工作中，把
环保节能提升到新的高度， 发挥专业
优势，用心守护我们共同的绿色地球。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发挥专业优势，守护绿色地球

目前汽车市场上最受消费者关
注的莫过于带“T”车型。 在消费者看
来，能开上一辆带 T 车，的确是一件
很得意的事，尤其是很多注重驾驶感
受的消费者。这就造成中国车市里涡
轮增压车型的欣欣向荣，厂商不断推
出带“T”车型。 人们也已经习以为常
了，直到东风雪铁龙 C4L 上市，才有
人惊呼：涡轮增压进入 2.0 时代了。

“冷静看待涡轮增压热”

涡轮增压发动机之所有受宠、高
增速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日益
严格的排放法规，发动机必须配置涡
轮增压器以达到排放标准；另一方面
主要还是来自于汽车购买者，越来越
多的汽车购买者愿意选用配有涡轮
增压器的汽车，在降低油耗的同时可
以增加驾驶乐趣。

业内人士认为：“涡轮增压热是
多种因素的合力， 我们要冷静的看
待。毕竟汽车技术需要不断的发展与
完善， 也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与印
证。 ”

金无足赤，在城市道路上，即使
T 能介入工作， 也未见得就能获得
畅快舒适的驾车感受。 因为除了动
力输出反应滞后， 传统的涡轮增压
发动机还普遍存在涡轮迟滞、 动力

输出不平顺的现象。 经验告诉我们，
即使涡轮介入工作， 但在换挡加速
需要更大动力时， 传统涡轮增压发
动机会有瞬间提不上速的感觉。 这
种不能迅速达到峰值扭矩， 而是需
要时间提升转速的缺点， 最终导致
了二次提速的顿挫， 这让城市开车
族毫无驾驶乐趣可言。

对于城市里的汽车用户来说，经
常在城市内行驶，就真的要考虑一下
是否需要涡轮增压发动机。 因为“蜗
牛爬”的车速让涡轮增压启动的机会
很少，远远无法发挥出涡轮增压发动
机的优势。

而东风雪铁龙去年推出的 C4L
搭载了 1.6THP 发动机，恰好解决了
这些问题，给市场带来不小惊喜。

C4L 推出，
涡轮增压 2.0
时代来了？

“和一般的
涡轮增压发动机
相 比 ，C4L 的
1.6THP 发 动 机
起步就有劲 ，上
下 班 开 着 也 很
爽。 ”已经提车 1
个多月 、 在广州
工作的白先生对

C4L 的表现很满意， 这在 C4L 的首
批车主里很具有代表性，人们普遍反
映说驾驶 C4L 能“一脚到 T”，特别痛
快，结束了“蜗牛爬”的 1.0 悲剧生活。

根据资料显示：东风雪铁龙 C4L
能做到一脚到 T， 是因为 C4L 的
1.6THP 发动机在 1000 转时涡轮就
介入工作。 对于经常开车的人来讲，
都知道车辆启动转速已经在 900 转
上下。 也就是说 C4L 才刚刚起步，一
给油，就能轻松感受到涡轮增压带来
的动力体验。 这意味着，红路灯变换
时，你将最快一个杀出堵车重围。

“就算是百万豪车，在红绿灯前
和堵车长队里，T 也很难发挥出作用
来。 想让驾驶更舒适、动力更线性平
顺，二次加速的转速就不能太高。”车

手出身的陈先生对城市堵车也颇感
无奈。 他为表弟选择 C4L 时候，看重
的不仅是 1.6THP 涡轮启动在 1000
转左右， 更因为其在 1400 转就迅速
地达到了扭矩峰值。 “像 C4L 这样的
车，会让我在开车的时候有二次加速
的感觉。重要的是扭矩峰值一直持续
到 4000 转，加速快、没有顿挫感，让
我在过那些最头疼的拥堵路段时，平
顺痛快。 ”另一位北京的车主也道出
了自己的感受。

除此以外，1.6THP 全铝轻量化
设计的缸体降低油耗的同时极大程
度上提升了驾乘舒适度，多项创新技
术的应用，提升了发动机自身的可靠
性、油品兼容性（可使用 93 号汽油）
和使用寿命， 有效地降低了使用成
本，改变了 T 留给人们的生来娇贵、
不好养护、成本高的印象。

综合看来，不管你在哪个堵车城
市，拥有 C4L 这样动力表现的车，那
些动力顿挫问题都不算事儿，不仅消
除了传统涡轮增压车型存在的问题，
还让消费者对“T”的信心越来越足。
从某种意义上看，C4L 的入市， 却是
引领了涡轮增压进入 2.0 时代。 但这
不是这款车推出的最大意
义，C4L 这样的车最大的意
义在于消费者的需求得到
了满足。 (谭遇祥)

据了解， 在 4 月 20 日至 4 月 29
日举行的 2013 年上海国际车展上，马
自达汽车株式会社（以下称“马自达”）
将推出搭载其全新“创驰蓝天”技术和
新设计主题“魂动”的全新 B 级进口车
型 ，以及跨界 SUV“Mazda CX-5”国
产车型。

目前， 马自达正在向全球主要市
场逐步投放采用新“创驰蓝天”技术的
车型。 “创驰蓝天”技术以马自达技术
开发的长期远景计划 《Zoom-Zoom
可持续宣言》为基石，将“驾乘乐趣”与
“出色的环保、安全性能”和谐兼顾，是

将马自达包括发动机、变速箱、车身和
底盘等汽车制造基础领域进行全面更
新的全新一代技术的总称。

参加本届上海车展的全新 B 级进
口车型是全面搭载马自达最新 “创驰
蓝天”技术和新设计主题“魂动”的新
一代产品群的第二款车型， 也是体现
马自达新生的全新一代旗舰车型。

这 款 全 新 B 级 车 的 研 发 理 念
是———“多彩人生的催化剂”， 即通过
用户体验拥有的乐趣， 激发用户享受
美好人生的积极乐观态度。按照计划，
全新 B 级进口车型将于今年上半年通

过一汽马自达网络上市销售。
作为全面采用全新“创驰蓝天”技

术和新设计主题“魂动”的马自达新一
代产品的首款车型 ，“Mazda CX-5”
于去年夏天以进口车的形式首先登陆
中国市场。凭借其出色的设计、动态性
能 、 功能性和环保安全性 ， “Mazda
CX-5”在全球市场赢得了高度赞誉。

今年夏天 ， 备受瞩目的 “Mazda
CX-5”国产车型也将在长安马自达汽
车有限公司南京工厂正式投产，并在此
后通过长安马自达销售网络投放市场。

“Mazda CX-5”的国产车型 ，采

用原有进口车型搭载的 SKYACTIV-
G 2.0L 创驰蓝天汽油发动机，同时还
追加了 SKYACTIV-G 2.5L 发动机 。
同时， 国产车型还增加了车顶行李架
并重新调校了悬挂， 根据中国市场的
需求做出了一系列的改进。

此外， 同时亮相的还包括预计于
上半年上市的跨界 SUV“Mazda CX-
7”国产车型以及马自达在售主打产品
Mazda2、Mazda3 经 典 款 、Mazda3 星
骋 、Mazda6、Mazda6 睿翼 、Mazda8 等 ，
届时将有 19 辆马自达品牌车型齐聚
展台。 （谭遇祥）

4 月 20 日， 广汽菲亚特将携全系
豪华阵容盛装亮相第十五届上海国际
汽车工业展览会。 以“科技 安全 美
丽人生”为参展主题，广汽菲亚特将为
广大观众呈现多款象征着意式美丽人
生的品质座驾 。 其中 ，Freemont 菲跃
3.6L 智能全驱版和 2.4L 豪华导航版将
在此次盛会荣耀上市， 继续演绎全越
界 SUV 掌控自由的驰骋之感；备受瞩
目的越级动感轿车 Viaggio 菲翔以其
先进的动力科技和可靠的安全性能重
新诠释了中级车定义； 作为菲亚特独
具特色的时尚明星， 菲亚特 500 家族
完美阐述了菲亚特品牌的独特魅力 。
全系产品的亮相， 令广汽菲亚特以家
族的阵容证明了品牌的雄厚实力 ，同
时实践了为消费者带来丰富意式精品
车型的承诺。

即将在本次车展上市的 Freemont
菲跃 3.6L 智能全驱版和 2.4L 豪华导

航版， 拥有更丰富的舒适配置和更澎
湃的动力性能。 两款全新升级的版本
新增了带 Garmin 导航系统和倒车影
像系统的 8.4 英寸超大触控屏幕、第二
排顶置 9 英寸 DVD 显示屏等智能豪
华配置，3.6L 智能全驱版引入了 AWD
智能全驱技术，将完整演绎“全越界?驭
自由”的人生体验。

广汽菲亚特展台上的另一明星是
备受赞誉的越级动感轿车 Viaggio 菲
翔。 它全系搭载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
的全球科技研发成果———1.4T-Jet 涡
轮增压发动机和 Dual Dryve 6 速干式
双离合变速器；C-NCAP 五星安全评
价和主流媒体联盟 “2012 中国汽车总
评榜·年度中级车 ”、 强势媒体联盟
“2012 年度中国汽车风云榜·年度最佳
中级轿车”等 57 项权威媒体大奖更是
树立了它在中级车市场的标杆形象 。
作为诞生于湖南长沙 WCM 世界级工

厂的首款国产车，Viaggio 菲翔也成为
广汽菲亚特产品线上最具里程碑意义
的车型。

具 有 经 典 魅 力 的 时 尚 高 端 小
车———菲亚特 500 家族也将同台展
出，包括菲亚特 500、菲亚特 500 敞篷
版和菲亚特 500 Gucci 版。 此外，观众
还 可 以 在 展 台 上 的 科 技 区 领 略 到
1.4T-Jet 涡轮增压发动机、Dual Dryve
6 速干式双离合变速器所代表的领先
科技实力。

源自公众的支持与信赖， 成立三
载以来，广汽菲亚特不断突破自我、创
塑未来， 在战略蓝图的铺设过程中树
立了一个又一个全新的里程碑。 本届
上海车展， 广汽菲亚特携全系豪华阵
容倾情而来，在“人生如此美丽”的品
牌感召之下， 必将以完美的表现为中
国观众献上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盛
宴。 (王天笑)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将于 2013 年 4 月 20 日拉开帷
幕。 据了解，日产汽车与在华合资伙伴东风日产、郑州日产将携 20 款
精英车型共同参展，为中国汽车爱好者带来一场丰盛的视觉饕餮。 此
次日产汽车展台位于上海国际展览中心 E3 馆，展台面积达到 2,300 平
方米。 届时，日产汽车全新概念车 Friend-ME 将进行全球首发，这款由
中国设计师全程参与设计研发的全新车型，必将成为上海车展上耀眼
的明星。Friend-ME 将“四座同芯”作为核心理念，通过独特的中控设备
实现车内四位乘员间的同步信息共享。 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最活跃、
增长最迅猛的汽车市场之一，此次 Friend-ME 正是为充满活力的中国
年轻一代所设计打造的。

除了全新概念车 Friend-ME 尽显日产汽车的技术革新外，此次车
展日产汽车还将展出众多令人热血澎湃的明星车型， 包括日产 GT-
R、贵士、楼兰，以及不久前刚刚全球首发并已在中国地区上市销售的
新世代天籁，它们的璀璨亮相必将令人目不暇接。 同时，日产汽车交互
技术展区还将帮助参观者了解车轮背后的技术，感受日产汽车独有的
驾驶体验。 在新世代天籁技术专区，参观者还可以全面了解这款全新
豪华轿车的技术细节，从而进一步体会它在驾驶性能、舒适性和安全
性方面的优势。

在 2013 年底特律北美国际车展上，日产汽车首次亮相了其全新全
球车展展台设计，而此次上海车展，将是其在亚洲地区的首秀。 极具设
计感的展台从“色”、“声”、“触”，甚至是“味”四个方面全方位地体现了
日产汽车的风格，有一种被称为“日产之香”的绿茶香气将始终萦绕展
台。

对于日产汽车，2013 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 自日产汽车进入
中国起，这个品牌就已经深深植根在这个国度。 今年，郑州日产和东风
日产将分别迎来创立 20 周年和 10 周年的里程碑时刻。 日产汽车期待
着能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创新车型，引领汽车生活，实现对中国市
场的承诺。 （王天笑）

4 月 3 日， 伴随着 2013 年全国女子/男子举重锦标赛暨全运会选
拔赛的圆满结束，湖南五菱汽车全国举重锦标赛冠军联谊会也成功落
下帷幕。

上午 10 点，中国国家举重队冠军康月、王明娟、龙清泉，在教练们
的带领下，来到长沙中南汽车世界五菱展厅。 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五菱
员工、客户早已等候多时，场内热情的粉丝团纷纷列队，更有舞蹈演员
精彩的拉拉操表演，对冠军们表示热烈的欢迎与感谢。

五菱汽车作为 2013 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组委会官方指定用车，充
分体现了五菱车的实力。 五菱微车的发展历程曾被业内人士称为“不
断扩大的光环”。 事实上，早在 2007 年，上汽通用五菱就已与中国举重
队结成官方合作伙伴，旗下的五菱品牌也成为首家赞助国家级体育团
体的微车品牌。 四年来，企业多次携手中国举重队出征国内外赛场，如
组织五菱啦啦队到现场助威，赠车奖励获奖团队等，给予了中国举重
队极大的支持。

此次为回馈五菱汽车广大拥有者，湖南五菱特意邀请中国举重队
奥运冠军王明娟、龙清泉等与新老客户来一次亲密接触，与所有到场
的来宾进行了庆功联谊。

本次活动， 五菱汽车不仅让五菱车主们现场目睹了冠军们的风
采，更拿出了诸多好礼来回馈客户。 在惊喜不断的冠军联谊会之后，五
菱汽车为感谢客户的大力支持还专门举办了一场感恩特卖会，以带给
客户更大的实惠，并承诺带给大家更贴心、更专业的服务，以求客户们
买得舒心，用的放心。 （王天笑）

东风雪铁龙C4L：引领涡轮增压进入 2.0时代

湖南五菱汽车全国举重
锦标赛冠军联谊会圆满成功

日产汽车将携全新概念车
Friend-ME亮相上海车展

蓄势待发广汽菲亚特即将登临上海车展

马自达将于上海车展推出
全新 B级进口车型和“Mazda CX-5”国产车型

广汽三菱：

1 吨 93 号汽油是什么概念？
1400 升，价值 10388 元，新世代天籁 7.3L 的油耗可以跑一年！
据了解，4 月 13 日（周六）上午 8：00 ，“驾值连城·一试上瘾———驾

享新天籁长沙试驾会”将在长沙松雅湖湿地公园运动基地举行，只要您
有 1 年以上驾龄，8 台新世代天籁将让您在专业的试驾场地试驾，参加
数种趣味形式试驾比赛，获得头奖就可以赢取一吨油的油卡！

当天万家丽路上河国际广场有大巴统一送往松雅湖场地， 也可自
行驾车前往。 准备好了？ 带上驾照拿起电话拨打 0731-85981188，赢取
1 年油费吧！ （王天笑）

赢取 1吨油！
新天籁长沙试驾火热招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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