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8 日，长沙地区第一款自主设计、
自主研发、 本土生产的全新轿车产品———
众泰 Z100 在星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众泰汽
车基地成功下线， 长沙千亿汽车产业集群
再添新丁，当天有 350 人参加了本次下线仪
式，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 据悉，众泰 Z100
将于不久后在全国各地正式销售，预售价 3

万元。
作为众泰继 Z300 之后

又一战略车型，众泰汽车对
Z100 车型寄予厚望，众泰控股集团总裁
金浙勇表示， 众泰 Z100 的下线不仅仅
是一个单纯的产品面世， 更是深层次的
战略实现， 它为众泰汽车进一步扩大生
产规模，完成市场布局，增强核心竞争力
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超常规、跨越式
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 也为我们进一步
做强做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为中国汽车版图的第六极， 长沙
汽车工业产业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星沙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从商用
车到家用轿车，从轿车到 SUV，从自主品牌
到欧系、日系合资品牌，吉丰汽配、日立汽
车电器等 120 余家汽车配套企业也已落户
星城。 但真正同时满足“自主设计、自主研
发、本土生产的基本乘用车型”的却只有众

泰 Z100， 因此，Z100 的下线标志着长沙汽
车产业突破“长沙制造”，迈入“长沙创造”
时代。

众泰控股集团湖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总经理苏金河表示：“A00 级小车现在貌似
是红海市场，竞争激烈，很多品牌都逐渐退
出这一领域， 少有全新车型推出。 他们不
做，我们做，而且还要下大力气做！ 我们不
能忽视微型轿车潜在的巨大市场， 数亿的
农村消费者、上亿的城乡结合部消费者、数
千万的城中村消费者， 这几乎是整个欧洲
人口的全部。 他们需要一辆安全的、经济的
代步车，而不是一辆昂贵的、豪华的大车。 ”

众泰汽车调研结果表明， 对绝大部分
的目标客户而言，安全、购养实惠是客户最
关注的，对此，苏金河表示，我们从设计开
始，就为 Z100 注入了诸多优质基因，比如
高钢车身、 四向防撞钢梁、ABS 和 EBD 等
等， 从主动和被动方面都为消费者提供力

所能及的保护。
据官方资料，众泰 Z100 基于国际先进

小车平台设计与研发的基础上研制的全新
微型轿车， 以偏爱时尚和个性的年轻消费
群体为目标市场， 与之前偏重商务家用的
Z300 实现市场互补。

这款汽车将搭载自主研发的 1.0L 高效
节能的发动机， 辅以 BOSCH 燃控系统，燃
油利用效率比起一般 A00 级轿车将有一个
显 著 提 升 ， 同 时 ABS +EBD 系 统 和
1000MPA 的侧碰防撞钢梁， 将为这辆车保
驾护航，考虑众泰 Z100 更多为女性消费者
使用，众泰 Z100 采用其他 A00 级微型轿车
中没有使用的 EPS 电子助力转向系统，使
得驾驶中操作中低速更轻盈、高速更稳健，
为转向操作带了可靠保证， 四年或十五万
公里的超长质保更是远超所有同类车型，
更加凸显众泰汽车对这款车型质量的信
心。

4 月 20 日， 作为北汽集团五大整车制
造企业之一的北京汽车制造厂携旗下域胜
007（改型版）和 009（国际版）两款主推车型
参展上海车展， 这两款独具魅力的车型彰
显出了北汽制造秉承的越野世家风范，充
满了激情与活力。

域胜 007（改型版）作为北汽制造的年

度主推车型，是基于现售域胜 007 车型上更
换了动力总成（发动机：采用航天三菱 4 冲
程、4 气缸、水冷、直列、单顶置凸轮轴、2.0T
汽油发动机 ， 最大净功率 ：130/5500(kw/
rpm)， 最大扭矩：250/2400~4800(N.m/rpm)，
较原来搭载的 G4CA 发动机功率和扭矩有
了明显的提升，为整车提供了充沛的动力），

（变速箱：采用盐城中马 ZM016HF 六速手动
变速箱，最大输入扭矩：380N.m）及相关内饰
件（如仪表板、中控面板、仪表、方向盘、通道
罩、前后门板等），且新增一键启动功能，使其
更具有流行元素。 此车外观时尚大气，线条
流畅灵动，完全具有城市风格，并采用了原
丰田霸道越野底盘的非承载式车身，越野性

能超级强悍，坚固的车身钣金及结构保障了
安全性，是同级别中一款极具性价比的车型。

BAW 009 国际版是一款基于丰田八代
海狮基础上改型而成， 此款车型 2013 年 1
月南非已作为城市公交车集中采购，它外观
时尚大气，功能性强大，舒适灵动的空间及
高档的配置给人以尊贵享受。它不仅担当起
北汽制造海外出口最重要的角色，更承担了
北汽制造在海外品牌建设及市场拓展中不
断超越自我，再攀新高的重任。 （谭遇祥）

4 月 16 日，长沙，全新法拉利玛莎拉蒂长沙展厅盛大开业。 新展厅坐
落于长沙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地带之一，紧邻省人民政府和长沙市天心
区人民政府， 该展厅对于满足长沙地区日益增长的品牌需求有着重要意
义，同时法拉利玛莎拉蒂以提供与国际水准相一致的各项服务为宗旨，竭
诚为长沙车主服务。

开业活动当天，玛莎拉蒂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克里斯先生、法拉利大
中华区销售总监 Reno 先生、 康顺集团董事长肖国斌先生、 康顺集团超
豪华事业部总经理徐宁女士及长沙利骏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徐晓亮先生，共同出席了开业典礼，传递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独特的跑车激
情与悠久的品牌文化。

“与康顺集团精诚合作，为本地客户带来极致的玛莎拉蒂品牌体验以
及全方位的尊贵售后服务是我们首要的工作重点。 ” 玛莎拉蒂大中华区
董事总经理克里斯先生表示，“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玛莎拉蒂向中国市场
交付了 930 辆汽车，使中国市场成为玛莎拉蒂全球第二大市场，销量仅次
于美国。 今天， 玛莎拉蒂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发展和工业转型边
缘， 我们期待有着丰富豪华汽车品牌经销经验和专业的销售服务团队的
康顺集团能将长沙展厅打造成玛莎拉蒂中国销售和服务网络的高品质标
杆，为品牌在即将迎来的的空前成长期打下坚实的基础。 ” （王天笑）

4 月 20 日，凝聚保时捷尖端科技和创新精神的第二代 GT 车型在上
海国际车展中举行隆重的全球首发仪式。 这一亚洲最著名的国际车坛盛
事将于明天对公众正式开放，而保时捷推出的这台全球首款豪华级插电
式混合动力跑车———Panamera S E-Hybrid，无疑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之作。 这款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车型是对效率、运动性及舒适性智能融合
的完美诠释。 与其一同首发的还有三款采用加长轴距的豪华级 Executive
车型———配备全新开发的双涡轮增压 3.0 升 V6 发动机的 Panamera S
Executive 和 Panamera 4S Executive， 以及动力澎湃的 Panamera Turbo
Executive。

在盛大的首发仪式上 ， 保时捷全球董事会主席穆伦 （Matthias
Mueller） 先生强调：“众所周知，Panamera 在华夏大地上已经创造了让业
界惊叹的成功传奇。 四年前———同样在上海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保
时捷向全世界推出了首款 Panamera 跑车。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
保时捷对中国潜在 GT 跑车市场的正确判断和果敢投入， 而之后的事实
也充分证明，这无疑是一次充满智慧的精准决策———2012 年，全球三分
之一的 Panamera 为中国买家所订购。 ”从那时起，中国的重要性就显得更
加意义深远，并最终成为了保时捷全球第二大市场。 （谭遇祥）

4 月 20 日， 上海国际车展正式拉开帷
幕。在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新车中，有着“丰
田本土化里程碑产品 ” 之称的全新换代
Yaris，凭借颠覆性的外观设计、加大至接近
A 级车的大两厢车身， 成为中国众多 80 后
90 后的追捧对象。

据了解， 车展现场广汽丰田专门为全新
换代 Yaris 启动了“型车我定义·车名我做主”

的中文名征集活动。 即日起，消费者可登录广
汽丰田官方微博、全新换代 yaris 官方微博、广
汽丰田官方网站活动专题页面等多种渠道参
与活动。征名将一直延续到 6月 20日，以投票
方式进行筛选，每周评选出 20 名优秀作品获
得丰厚奖品，而进入总决赛后前 10 名也会获
得高端数码产品等丰富奖品，最终的命名结果
预计 7月份会在广汽丰田官方微博公布。

业内人士表示， 与上一代车型相比，全
新换代 Yaris 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 比同级
车更长更大、 直逼 A 级车的车身尺寸和空
间，动感帅气的造型设计，打破了国人对小
型车的固有印象。 不仅如此，新车具有的跨
级优势， 不仅能对同级的新骊威产生打压，
甚至还能与新骐达、福克斯等车型，构成强
有力的竞争关系。 （王天笑）

“天灾无情 ，人间有
爱”， 雅安芦山灾区人民
受难牵动人心。4 月 24 日
早上 7 点，长沙鸿基公司
全体员工爱心汇聚，为灾
区人民战胜灾难、渡过难
关尽上一份绵薄之力。

公司 30 多位管理人
员及 1200 余名出租车驾
驶员在接到 GPS 短信平
台发出的募捐倡议后，从
长沙的大街小巷汇集到
公司参加活动。募捐现场，伴随着“雅安加油”的口号声，纷纷献出爱心，
为灾区人民送上温暖与祝福。 目前，爱心行动还在进一步的延续中，公
司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 这批募捐款将在各部门的配合下尽快送到灾
区人民手中。 （谭遇祥）

本刊记者 谭遇祥

长沙首款自主设计、自主研发、本土生产的轿车

上汽第二代战略车型全新荣威 550实力露脸

全新换代 Yaris正式启动中文命名征集活动

北汽制造主推车型亮相上海车展

4 月 20 日，进口紧凑型轿车雷诺新风朗
以 13.98 万元-18.08 万元的价格在上海车
展智感上市，推出了 2.0L 豪华版、2.0L 时尚
版、2.0L 标准版、2.0L 舒适版和 2.0L 悦享版
共五个版本。据了解，4 月 30 日-5 月 3 日雷
诺新风朗暨上海车展上市后将首次亮相湖
南贺龙体育馆车展， 优惠活动放送不断，详
询长沙逐鹿雷诺 4S 店：0731-88233888。

新风朗凝聚了雷诺-日产联盟全球设
计开发团队的力量和智慧， 首先由雷诺欧
洲设计团队以领先的设计和超前的工艺为
全球市场开发， 继而根据不同的市场需求
进一步度身打造。 新风朗将个性时尚的外
观设计、动感激情的驾驭品质、舒适智能的
科技配置和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完美融合，
成为追求时尚、个性独立、注重品质的年轻
消费者的心动之选。

集动感与时尚一身的个性设计

新风朗的时尚设计将个性与动感完美
结合，让消费者一见倾心。流畅、优雅的线条，
让整车设计时尚而动感。 流畅的腰线从头灯
眼角处开始，经由侧面平稳延展，直至行李厢
上沿，使整车看起来动感十足。 全新进气格
栅配以镀铬饰条，营造出时尚、个性的前脸。

全新设计的运动化熏黑前大灯， 动感
十足； 黑色灯眉与高光泽的黑色镀铬部件
交相辉映，尽显时尚；三叉式铝合金轮毂，
颇具雕塑美感，雅致有型，与新风朗的动感
风格相得益彰；车身采用合金材质，惯性阻
力小， 稳定性强， 带来更加舒适的驾控体
验； 镀铬行李厢饰条， 让行李厢门更具个
性。 此外，全新的车身颜色———檀木棕，更
加符合当前中国年轻消费者的审美。

极智舒畅，适享无上

4,618mm （ 长 ）、1,813mm （ 宽 ）、
1,488mm（高）的车身尺寸和 2,702mm 的超
长轴距已达到中高级车的标准， 使新风朗
拥有宽敞的车内空间； 后排媲美行政级轿
车的 238mm 膝部空间， 倾角达 27 度的座
椅，令乘客备感惬意。

新风朗的内饰设计延续了雷诺一贯的
细腻、精致，每一寸空间都经悉心打造，时
尚简约，极具现代美感。全面升级的高质感
饰板和音响面板， 无不散发出时尚质感的
魅力。全新的座椅材质和搭配选择，以及细
节之处的精致工艺， 无不体现雷诺对品质
的至臻追求和对消费者的贴心关怀。

新风朗集众多智能装备于一身， 为消
费者打造一种极智舒畅、适享无上的驾乘体
验。 全新设计的高精度数字仪表盘，双层饰
圈精致唯美，光晕优雅，整体风格简约现代。
数码显示区清晰入目，各类实时行车数据一
目了然， 为驾乘者提供准确及时的行驶数
据；智能卡片钥匙为驾乘者提供一键启动功
能，无需掏出钥匙便可自动开关车门。

值得一提的是，新风朗搭载的 R-Link
系统通过内置多媒体平板电脑和一系列应

用程序，使汽车应用更加便利。凭借灵敏的
7 英寸大尺寸触摸屏和语音识别功能，R-
Link 系统成为人性化的汽车应用解决方
案：驾驶者在驾驶过程中，目不离路便可轻
松启用包括导航、收音机、蓝牙电话、音乐、
同步移动设备等在内的功能。

新风朗的娱乐性也同样出色， 在 CD
主机的基础上，AUX 3.5 毫米辅助音频输
入口和 USB 接口提供了音频输入的更多
选择，可以在不同的设备之间自由转换，搭
配一向表现优异的 Arkamys 音频处理系
统，将最爱的音乐随车携带，在好音乐中享
受新风朗极智舒畅的完美驾乘体验。 新风
朗集众多智能装备于一身， 为消费者打造
一种极智舒畅、适享无上的驾乘体验。

F1 动力基因的完美传承

新风朗将稳定性与驾驶乐趣融为一
体，是城市驾驶的不二之选。 新风朗全系车
型搭载 2.0L 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 137
马力，扭矩峰值达 191 牛·米，配备雷诺-日
产联盟开发的 CVT 无级变速器，组成兼具
稳定性和驾驶乐趣的动力系统，动力十足，
提速灵敏，且燃油经济性极佳。F1 世界冠军
车手基米·莱科宁倾情代言新风朗，充分印
证了其对雷诺品牌运动基因的完美传承。

新风朗采用经过精心设计的前麦弗逊
后扭矩梁式悬挂系统， 在保证精准转向和
操控的同时，过滤噪音、减少震动。 新风朗
拥有高效的制动系统， 大尺寸刹车盘 （直
径：前 280mm，后 260mm）可提供超强的制
动力和持久力 。 该制动系统可使车辆在
100kph 的速度下， 在仅为 39 米的距离内
实现完全制动。 较低的侧倾确保了车辆在
转弯时的稳定性： 当 1m/s2 横向加速时侧
倾角度为 0.42°，而同级别车型在该条件下
的平均侧倾角度为 0.45°。

安全专家，全面保护

作为拥有 14 款车型荣获欧洲五星安

全碰撞的百年汽车品牌， 雷诺在风朗车型
开发期间设置了各种极端情况下（极热、极
冷、糟糕路况、灰尘等）的多项测试，旨在保
证其非凡的可靠性和耐久性， 以及在雷诺
“Quality Made”（品质制造）理念指导下诞
生的高品质和安全。

新风朗不仅配备了 ABS 防抱死制动
系统、EBD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EBA 紧
急制动辅助系统等安全配置， 还将智能电
子驻车系统作为全系车型中的标配。 车辆
熄火时，驻车系统将自行启动；起步时，轻
踏油门踏板，制动自动解除，提高驾驶便利
性。 与此同时，拥有 ASR 防滑系统和 UCL
转向不足逻辑控制系统的 ESP 电子稳定系
统，极大优化了行驶中的稳定性，确保车辆
在复杂路况下依然可以平稳前行。 而新增
的倒车影像、 泊车辅助系统和智能超速提
醒等高科技配置， 则为消费者在驾驶便利
性之外更增加了一份安全保障。

全面安心的拥车体验

优秀的产品吸引消费者， 而卓越的服
务才能留住消费者。 新风朗不仅拥有卓越
的产品力，更通过“诺相随”全方位客户体
验使广大车主尽享便捷和实惠。 “诺相随”
全方位客户体验服务全面升级后， 将涵盖
全系车型发动机总成和变速箱总成的 5 年
或 12 万公里保修、5 年或 12 万公里免费保
养、5 年 24 小时免费道路救援等服务，旨
在让消费者享有后顾无忧的用车生活。

“新风朗是专为 30 岁左右的，拥有独
特品位的年轻一代车主所设计的。 F1 世界
冠军车手基米?莱科宁的倾情代言，有力强
化了新风朗的个性和运动基因。 ”雷诺中国
执行总裁陈国章表示，“我们相信， 凭借个
性时尚的外观、动感激情的驾驭、舒适智能
的配置以及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新风朗必
将迅速获得中国年轻一代消费者的青睐，
成为继科雷傲之后雷诺中国的又一款明星
车型。 ”

(王天笑)

4 月 20 日，第十五届上海国际车展。 上
汽集团的第二代战略车型———全新荣威
550，实力亮相上海车展 E1 展台。同时，刚刚
荣获《我是歌手》冠军的中国人气组合羽泉
更是以全新荣威 550 第一批车主的身份专

程赶到荣威展台，为中国自主力量的代表作
助威喝彩。

全新荣威 550 是上汽首款基于国际领
先的 DIS 全数字模拟开发系统打造的全新
车型，不仅具备世界级产品品质，同时更是

目前国内 A+级车主流细分市场中科技含量
最高、技术水准最强的车型，一举颠覆了中
级车市场的传统标准。

在全新荣威 550 搭载的众多领先技术
中，TST 6 速油冷双离合系统无疑最引人注

目。 相比目前市场上广泛采用传统 AT 自动
变速器的车型来说， 搭载 TST 6 速油冷双
离合系统的全新荣威 550 无论是在操控性、
舒适性还是燃油经济性等方面都大幅领先。
荣威 TST 6 速油冷双离合系统采用湿式双
离合结构型式，可承受 360N 的超高扭矩输
出，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高，使消费者可以安
心享受新荣威 550 所带来的全新用车体验。

（谭遇祥）

法拉利玛莎拉蒂长沙旗舰展厅开业

保时捷第二代 GT车型全球首发

“鸿基人”爱心行动在延续

长沙逐鹿雷诺 4S店新风朗火热订购中！
售价 13.98万元-18.08万元 雷诺新风朗上海车展智感上市

众泰 Z100成功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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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捐现场

众泰 Z100 外观

雷诺新风朗外观

全新换代 Yaris 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