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9 日，马自达汽车株式会
社（以下称“马自达”）正式公布：全
面搭载马自达新一代 “创驰蓝天技
术”和全新设计主题“魂动-Soul of
Motion”的进口全新 B 级旗舰车型
“Mazda ATENZA” 以及跨界 SUV
“Mazda CX-5”国产车型将共同登
陆 2013 上海国际车展马自达展台，
这是该两款车型在华的首次亮相。
进口全新 “Mazda ATENZA”计划
于 今 年 6 月 在 中 国 正 式 上 市 ，

“CX-5”国产车型则预计将在今年
夏季推出。

马自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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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届上海国际车展的全新

B 级旗舰车型“Mazda ATENZA”是
全面搭载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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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zda ATE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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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zda ATENZA 进
口车型将于今年 6 月通过一汽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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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于去年夏天以进口车的
形式首先登陆中国市场。今年夏季，
翘首以盼的国产“Mazda CX-5”将

在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南京工
厂正式投产， 并通过长安马自达销
售渠道上市销售。

“Mazda CX-5”的国产车型 ，
除采用原有进口车型搭载的 SKY鄄
ACTIV-G 2.0L 创驰蓝天汽油发动
机之外， 还追加了 SKYACTIV-G
2.5L 发动机。同时，搭载了马自达独
创 的 制 动 能 量 回 收 系 统 “i -
ELOOP”。 “i-ELOOP”搭载了全球
首款充放电采用电容器为乘用车车
载电子设备供电的蓄电池， 结合马
自达智能怠速停止系统 “i-stop”技
术，可节省油耗达 10%。 此外，国产
车型还增加了车顶行李架并重新调
校了悬挂强度， 根据中国市场的需
求进行了一系列产品改进。

本刊记者 谭遇祥

4 月 20 日， 第十五届上海车展开幕，广汽丰
田携全系 12 款车参展，并隆重发布了彰显车企责
任的“蓝天行动”。 丰田为中国消费者量身定造的
跨级时尚大两厢“全新换代 YARiS”，以及广汽丰
田自主品牌第一款概念车均在本次车展全球首
发。

“蓝天行动”明确了广汽丰田 2013-2015 年的
战略部署方向，包含了节能环保型的汽车产品、绿
色产业链、蓝天公益事业三大核心内容。 其中，在
节能环保汽车产品打造方面，将通过“三驾马车”
进行发力： 向中小型车实现战略性转移、 全力推
广普及混合动力技术以及着手推进合资自主纯电
动车研发。

在引入中小型车产品全新换代 YARiS 的同
时，“蓝天行动”也将持续大力推广混合动力技术，

除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之外， 在不久的将来，广
汽丰田还计划导入全新的混合动力车型， 使更多
消费者得以体验这种高效节能技术的魅力， 加快
丰田混合动力技术从“技术领先”到“市场领先”的
转变。 冯兴亚表示：“相对于还在憧憬阶段的新能
源车，以凯美瑞·尊瑞为代表的混合动力车型是解
决现阶段能源问题、环保问题最现实、最可行的唯
一手段，混合动力车型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 ”

作为国内推广混合动力技术的领军者， 广汽
丰田自 2010 年便开始导入混合动力凯美瑞，并于
2012 年推出新一代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研发时
间长达近二十年的丰田油电混合双擎动力技术，
被公认为是全球最领先、最成熟的混合动力技术，
已经得到全球 500 万用户的肯定。 在使用便利性
方面， 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与普通车型无异，车

身所搭载的高品质镍氢电池无需外插充电， 消费
者无需改变驾驶习惯。 而在经济性方面，混合动力
凯美瑞·尊瑞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5.3 升， 在正常使
用周期内，电池无需额外维护。 随着“蓝天行动”的
开展， 广汽丰田会将混合动力技术应用到更多车
型上。 （谭遇祥）

广汽丰田启动 “蓝天行动” 两款新车全球首发

自 1992 年中韩建交以来，锦湖轮胎就是首批
向中国投资的韩资企业之一。 以 1994 年南京工厂
的建设为开始，锦湖随后建设了天津工厂、长春工
厂、南京 TBR 工厂以及天津技术研究所。 凭借四
家规模雄厚的工厂，锦湖拥有了年产 3000 万条轮
胎的生产能力。 截止 2012 年，锦湖累计突破销售
了一亿条轮胎。 以天津技术研究所为中心，锦湖深
入研究和分析中国的道路环境和气候条件， 生产
出了最适合中国消费者的轮胎。 由于具备完善的

工业和研究基础设施， 从而让锦湖有能力积极应
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变化。

在售后服务方面， 锦湖自 2011 年 8 月开始实
施了 VIP 保障政策和特殊保障政策。 这两种保障
政策的存在，使得锦湖在 2013 年 3 月 18 日由中国
消费者协会和消费者报发表的 《12 个中国外资合
资轮胎品牌 AS 政策比较报告》 中排名第一。 从 3
月到 7 月，锦湖计划在 16 个城市发起名为“消费
护航 锦湖为先———锦湖轮胎安全服务论坛”的活

动。 通过这些活动，锦湖提倡和加强了消费教育，
并公布了最新的售后服务政策， 并邀请消费者协
会、工商消保委等有关政府部门，以及众多主流媒
体见证锦湖对于轮胎售后服务方面的举措和决
心。

锦湖积极履行社会公益事业， 积极关注和帮
助社会弱势群体。 锦湖轮胎和集团下属的韩亚航
空一起在中国举行“一社一交“活动，与当地的学
校结缘，促进教学设施的改进和学生素质的提升。
早在 2012 年锦湖就与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签
署、建立了为期五年的“未来属于孩子“公益基金，
与南京、北京的培智学校建立一对一合作关系，帮
助有智障残疾的孩子 ， 促进中国特助事业的发
展。 （王天笑）

继今年 3 月路盛 E70 隆重上市
后， 华泰汽车又携全系共 10 款整车
新品及发动机、变速器等动力总成产
品参加了第十五届上海国际车展。华
泰宝利格自动挡盛装上市，宝利格运
动版、“超级家轿” 路盛 E70 倾情展
示，以及带有自动启停系统的华泰圣
达菲 2013 款导航版、 欧意德自主研
发并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的 6 速自
动变速器的悉数亮相，成为华泰汽车
本届车展的最大亮点。华泰汽车借此
向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合作伙
伴及观众展示了其 “整合全球技术，
造中国自主精品”的实力和信心。

本次车展，华泰宝利格家族再添
新成员—搭载 1.8T 汽油发动机和
2.0T 清洁柴油发动机双 T 动力的宝
利格自动挡全新上市 ，1.8T 汽油智
汇版 AT 价格 12.97 万元，1.8T 汽油
智尊版 AT 价格 14.8 万元， 购买华
泰柴油车的消费者每台车可享受 1
万元节能惠民补贴后 ，2.0T 柴油智

汇版 AT 价格 12.97 万元 ， 2.0T 柴
油智尊版 AT 价格 14.8 万元。 尤为
值得一提的是，宝利格自动挡搭载的
欧意德自动变速器技术源自国际顶
尖的变速器制造商—德国 ZF， 由华
泰汽车经过吸收引进再创新，开发出
了国内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自动变速器。该自动变速器采用全
智能电控、离合器锁止等多种先进技
术，具有传递扭矩大、传动效率高等
特点， 能实现智能化手自一体切换。
宝利格自动挡的推出，必将受到更注
重舒适驾控的高端女性消费者的青
睐。 而同台展出的宝利格运动版车
型，也将能够满足部分消费者多样化
的需求。

此次上海车展，华泰汽车全系实
力产品亮相车展，既是其十二年造车
科班功底的成效检验，也是其日渐清
晰的全球技术、全球车的宏伟战略端
倪。

（谭遇祥）

4 月 20 日，上海车展拉开帷幕。 继全新桑塔纳和全
新捷达上市之后，全新爱丽舍“千呼万唤始出来”，迎来了
亚洲市场首秀。作为雪铁龙全球市场的一款战略车型，全
新爱丽舍以全球新一代欧系中级车的姿态登陆中国，更
是东风雪铁龙未来三年里实现品牌中期规划———“龙腾
C 计划”的主力车型。

上海车展首秀的全新爱丽舍，从外观来看，大气与平
衡的结合，展现了三厢车身的优美造型。前脸硕大的立体
镀铬标识使发动机盖更显包容有型， 让人一眼便认出这
是雪铁龙的家族脸谱； 立体腰线和镀铬防擦条让车身设
计显得和谐饱满；全新 15 寸铝合金轮毂动感十足；晶钻
前大灯和组合式尾灯前后遥相呼应； 特别是其远超同级
别车型的 2652mm 超长轴距，可为驾乘者提供更为宽裕
舒适的乘坐空间。

源自“老三样”的爱丽舍品牌，以其对品质的执着坚
持和对消费者感受的全面关注， 赢得了百万中国消费者
的一致认可。如今，伴随爱丽舍品牌在全球市场的全面绽
放， 全新爱丽舍也将以崭新的面貌再一次进入中国消费
者的视线。联想此前全新捷达和全新桑塔纳的隆重上市，
这一局面不仅意味着中级车领域欧系产品布局的进一步
完善，更是一次“老三样”的精彩归来。

（谭遇祥）

4 月 20 日， 东风日产携 NIS鄄
SAN、启辰双品牌全车系参展第十
五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以
“科技·亲近生活” 为参展主题，启
辰品牌发布了新能源“V 蓝战略”，
并展出了以“易享纯电动车”为目
标开发的全新概念车 viwa，将在年
内开展大规模示范运营的启辰 e30
量产电动车也再次参展，展现了启
辰成为新能源领军品牌的实力与
决心。

同时，启辰展台展出了新近上
市的 2013 款 D50、R50， 新车型更
加时尚动感， 能效进一步提升，百
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低至 1.6L 排量
史无前例的 6.0L，甫一上市好评如

潮。 除了新技术、新车型，启辰品牌
在品质与服务方面也重拳出击，在
车展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正式启动
“品质透明行动”，并与 NISSAN 品
牌同步推行“出险代步承诺”，以实
际行动践行“领航 2013”的品牌年
度方针。

在去年广州车展上， 启辰品牌
发布了 2013 年行动方针———“领航
2013”，计划以技术、品质、服务三个
维度的全面领航， 为消费者创造超
越期待的价值。坐言起行，在今年的
上海车展上， 启辰品牌在这三个维
度全面发力， 用实际行动将 “领航
2013”切实转化为消费者价值。

（王天笑）

4 月 18 日， 由车友自发组织的
2013 年 REIZ 锐志 “锐行天下 以车
会友”主题活动长沙站成功举行。 在
汽车文化盛行的长沙，50 余辆 REIZ
锐志以炫酷的身姿畅游了岳麓大地，
引来无数关注的目光，紧张刺激的绕
桩计时赛，更是将整个长沙站活动推
向高潮。

活动的发起者、REIZ 锐志知名
车主“金属哥”携北京 REIZ 锐志车

友，在经历过福州、深圳、济南、无锡、
武汉，近 5000 公里路程的探访后，抵
达了此次“锐行天下 以车会友”的最
后一站———长沙。这里城市的景观与
REIZ 锐志的时尚融为一体 ，REIZ
锐志车队每到一处，都是最拉风的主
角。 在活动中，长沙 REIZ 锐志车友
会的车友同北京等地赶来的车友一
同交流了用车经验，增进了车友间的
友谊。

活动参与者普遍 认 为 ，
REIZ 锐志是一 款 出 色 的 座
驾， 除了走到哪里都让人顿生
爱慕的外观 ， 其 V6 发动机+
FR（前置后驱 ）设计带来的激
情与魅力，是如此令人着迷。

长锐会的会长“快乐哥”这样评
价 REIZ 锐志的动力：锐志用了 Dual
VVT-i（进出气门双向正时智能可变
系统 ）的 V6 发动机 ，动力澎湃又比

较省油，在日常驾驶中，它总能“领先
一步”，让我们优越感顿生。 6 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的搭配， 保障了它稳定、
流畅的动力输出。 （王天笑）

4 月 18 日， 我省最大且唯一的一家雷克萨斯
旗舰店———湖南骏佳雷克萨斯盛大开业， 活动当
日，该店内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活动，开业当天订车
最高可享 18 万元现金优惠。 据雷克萨斯中国、丰
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高级副总经理中岛健

仁介绍， 骏佳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销售全球
知名品牌之汽车及其零配件， 并提供完善的售后
服务。 截至目前，骏佳投资有限公司已入驻中国市
场长达 35 年，骏佳集团也是雷克萨斯进入中国后
最早的经销商集团之一， 湖南骏佳雷克萨斯亦是

中国第 101 家雷克萨斯 4S 店。
据悉，4 月 18 日开业当天，该店特推出优惠活

动，车型涵盖 LS、ES、GS、CT、RX 等全系车型，均有
不同程度的现金优惠， 其中 LS600hL 优惠幅度最
大，单车现金最高优惠 18 万元，这样的优惠幅度，
相当于另送了一辆中高级轿车。 此外，CT200h 优惠
5-8 万元、老款 ES350 最高优惠 9.5 万元、GS350 优
惠 9.6 万-10 万元、RX270 最高优惠 4 万元 （限两
辆）。 值得一提的是，开业期间购车的消费者，还有
机会获得巴厘岛浪漫双人游。 （王天笑）

4 月 20 日， 由长沙 5 家北京现
代经销商联合举办的 “胜者达观 激
情体验” ———北京现代全新胜达长
沙松雅湖大型试乘试驾会盛大举行。
北京现代湘北区区域经理王超凡、湖
南区域促销代表马国利等重要领导
莅临本次活动。

活动当日，长沙地区各大主流媒
体及汽车爱好者纷纷亲临现场 ，深
入体验全新胜达带来的全新感受 。
越野试乘项目在惊险刺激的驾驶过
程中，体现出全新胜达的舒适度。 试
驾项目则通过竞赛投篮得分的形

式，让客户亲自感受全新胜达完美的
操控性。

全新胜达作为一款全尺寸车型，
车 身 尺 寸 达 到 了 4690/1880/
1680mm，轴距 2700mm。 与之前流传
的国产全新胜达将分短轴距、长轴距
的说法不同，此次引入的国产全新胜
达 5 座与 7 座版都采用了相同的轴
距设计。其中，7 座版采用了前两排 5
座加第三排 2 座 (可分开放倒) 的格
局，5 座版第三排相应位置则提供了
丰富的储物空间。

在安全方面，全新胜达具备许多
同级车型中的独有配置，LDWS 车道
偏离警告系统可自动检测行车轨迹，

而六安全的气囊配备，使全新胜达在
保障前排乘客全面保护同时，兼顾了
第二排乘客的安全。

作为新十年的品牌力作，全新胜
达代表了北京现代在动力技术、生产
工艺和制造水平上的新突破。 “T 动
力”、“全尺寸”的产品性能，和诸多越
级豪华配置，使得全新胜达如一场大
范围、强级别的都市风暴，气势凛然、
汹涌而来， 以极强的竞争力和杀伤
力，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必将
带动 SUV 市场格局的调整和发展 。

（谭遇祥）

华泰全系新品布阵上海车展

全
球
新
一
代
爱
丽
舍
上
海
车
展
迎
来
亚
洲
首
秀

启辰：技术、品质、服务重拳出击

锐“至”长沙 湘地撒欢 我们都是后驱控

全省首家雷克萨斯旗舰店盛大开业

北京现代全新胜达长沙松雅湖试乘试驾举行

“Mazda CX-5”国产车
将于今夏投放市场

长安马自达国产 CX-5 外观。

全新换代 YARiS。

宝
利
格
外
观
。

全新爱丽舍外观。

锐志车队巡游现场。

活动现场。

锦湖轮胎的中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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