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 月 19 日上午， 由国家科技部、中
宣部、中国科协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在湘
西州举办的“振兴武陵 服务三农 科技
列车湘西行” 暨 2013 年湖南省科技活
动周启动会,在我省吉首市人民广场正
式启动。 为支持活动顺利进行，将最新
的农业技术和生产手段及时送到基层，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北汽股份
公司）捐赠了 9 辆北京汽车 E 系列自主
品牌轿车作为科技服务车，为“科技列
车湘西行”保驾护航。 这是北汽股份公
司第二次支持该项活动。

“科技列车行”活动在科技部、中宣
部等部委的引领下已成功举办了九届，
经过多年努力，许多实用的科学成果和
生产技术， 被及时送到祖国的各个角
落，科技之光正以燎原之势感染这飞速
发展中的中国。

活动当天，虽然天空飘起了细细的
小雨，却丝毫没有减弱启动仪式现场的

火热氛围。 科技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
委员及科技部纪检组组长郭向远，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张硕辅，科技部、国家民
委、国土资源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
粮食局、中国地震局等国家部委有关市
局负责同志，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陈宏良， 省科技活动周组委会组
长、副组长，湘西自治州州委、州政府主
要负责同志等按时抵达现场，参与本次
活动。

长期以来，北汽股份公司不止满足
于自身的企业发展，也在建设成为一个
富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公民的道路上做
出了多方面尝试， 并取得了卓越的成
效。本次对于“科技列车湘西行”的鼎力
支持是北汽股份公司建立具备社会责
任感的企业公民的又一次有益实践，在
提升企业形象， 建设企业文化的同时，
更为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推广模式做
出了具有导向性的尝试。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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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月 16 日，主题为“越精彩 享自
由”的奔腾 X80 上市发布会在青岛国
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 整场发布会充
满了科技、 时尚和动感的气息， 奔腾
X80 在万众瞩目中震撼登场， 同时一
汽轿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晓军先
生公布了奔腾 X80 的市场指导价为
11.98 万元—18.18 万元， 至此奔腾品
牌进军 SUV 市场的大幕正式开启。

领先优势 品质卓越
奔腾 X80 源于 B 级车平台 ，拥

有 B 级车的舒适性、动力性、操控性、
安全性与大空间，而且与奔腾 B90 共
线生产，更是为其卓越的品质提供了
有力保证。奔腾 X80 搭载中国一汽全
新研发的 ET3 系列高性能全铝合金
发动机，其结构紧凑、先进高效，2.0/
2.3L 黄金排量兼顾动力性和经济性，
20 万公里故障低，性能稳定。 与这款
发动机匹配的是目前同级别最先进
的变速器系统———爱信第二代 F21
系列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结构先进
重量更轻， 燃油经济性得到大幅提
升。 而“双横臂式前独立悬架”和“E
形多连杆式后独立悬架” 的设计，使
得奔腾 X80 在驾乘舒适性与稳定性
上也超出同级车。

在外观设计上，奔腾 X80 以“雄
鹰展翅”为设计灵感，在延续家族简
洁、流畅的造型风格的同时，也融入
更多的流行元素。 “L”形 LED 日间行
车灯和“一”字形 LED 位置灯相结合
的多层次前大灯设计， 结构新颖，未
来感和科技感十足。 侧窗和后窗的装
饰亮条与后扰流板所形成的曲线，形
成了奔腾 X80 独具匠心的外部造型
符号“X”，充分体现了其动感、时尚的
设计理念。

奔腾 X80 整车内饰仪表板、 座椅
和方向盘的主线条均采用由雄鹰双翼
衍生的“V”字造型，将科技感和雕塑感
巧妙融合。 中控面板区域线条简约、圆
润，配合红色的背光，美观大方。

在安全性方面，奔腾 X80 通过采
用更高强度的车身以及更加先进的
安全装置 ， 从设计上能够达到 C-
NCAP 五星标准。 3H 加强型车身结
构、 高强度车身钢板、AFS 前大灯自
适应调节系统、Bosch 第 9 代 ESP 系
统等， 无论主动安全还是被动安全，
奔腾 X80 都做足功课，让周到无忧的
安全呵护全程相伴。

同时，奔腾 X80 还搭载了丰富的
高科技配置，如智能钥匙一键启动系
统、智能灯光系统、电子驻车系统以

及人机交互系统等， 这些智
能系统和智能装备通过业内
先进的、 只有高端豪华车采
用 的 5 路 CAN 总 线 以 及
LIN 总线系统控制实现 ，为
车主打造了一辆充满智慧的
智能座驾。

此外， 奔腾 X80 通过多
项严苛的开发验证， 高精度
的工艺水准， 一丝不苟的制
造细节， 多重严格的检测把
关，严格的质量保证系统，每
一个细节都精工细作，造就了其卓越
的品质。

高端科技 实力绽放
奔腾 X80 上市会采用了多种高

科技手段，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大
气磅礴的科技视听盛宴。 动感十足的
舞台，眩目华丽的灯光，酷炫的影像，
完美诠释出奔腾 X80 所具有的科技
魅力和奔腾进取不止的品牌精神。

作为奔腾品牌面向都市 SUV 细
分市场的首款车型，奔腾 X80 的上市
对于中国一汽及一汽轿车都具有重
大意义。 正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董事长徐建一在发布会上说到，奔腾
X80 是中国一汽践行品牌战略，诠释

“品质 技术 创新” 品牌内涵的又一
代表作，它将让全社会看到一汽人对
卓越品质、先进技术的不懈追求和坚
持。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安
铁成也表示，奔腾 X80 是一汽轿车发
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是一汽轿车自
主事业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丰富了
奔腾品牌的产品线，全面展现了中国
一汽的制造实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

承载着奔腾品牌长期积累的“品
质 ”、“安全 ”等优良 DNA，奔腾 X80
以内外兼修的科技实力，实现了驾驶
乐趣与实用舒适的完美结合。 这种非
凡的实力，必将助力奔腾 X80 开启出
新的篇章， 同时为一汽奔腾品牌、中
国一汽及自主汽车产业注入新的活
力。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日前，东风雪铁龙官方宣布，
上海车展期间， 重点推出 C4L 系
列，届时，东风雪铁龙 C4L1.8L、全
新爱丽舍和新 C5 以及 新世嘉都
同时亮相展台。 如此一来，东风雪
铁龙旗下的全系车型都登上本届
车展的舞台。 另借本届车展之机，
雪铁龙还会进行技术方面的展
示， 其中就包括空气混合动力系
统(Hybrid Air system)等。

无论是新产品还是新技术 ，
2013 无异于都会是东风雪铁龙全
面增速的一年。 据报道，东风雪铁
龙今年的销量目标是 26.3 万辆 ，
相比 2012 年大概能够实现 20%的
增长。 与此同时，东风雪铁龙表示
还将继续深挖价值、精耕细作，强
化与消费者生活方式层面的感性
沟通，以提高用户满意度为目标，
加大服务网络和服务体系的建
立。

其实，据我所知，在新的发展

规划宣布前， 东风雪铁龙已经在
积极推进渠道网点的扩大， 有望
在 2012 年网点数量的基础上，再
新增 50 家，达 410 家；从而使网络
覆盖城市新增 34 个，覆盖率高达
78%。 见微知著，虽然目前整体车
市处于微增长， 但是东风雪铁龙
网络的高速发展充分体现了投资

人对东风雪铁龙未来
发展的坚定信心。

这种信心的投射
直接体现在产品的市
场表现上。 东风雪铁
龙的产品从百万级销
量的新世嘉， 再加上
新 C5 以及全新车型
C4L 的上市， 每个产
品的市场表现均很不
俗。 随着上海车展后
C4L1.8L 的 投 放 ，
C4L 的产品线将更加
丰富， 高端中级车市

场的竞争力将更加底气十足。
作为中国最大汽车公司之一

的东风汽车公司与法国 PSA 标致
雪铁龙集团在中国的大型合资汽
车企业，东风雪铁龙成立至今，身
怀着一个“中国梦”，一直致力于
将“人性科技、创享生活”的品牌
主张发扬光大 ，追求一种人 、车、

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对和谐关系的关注， 除了构

建和谐的汽车市场， 还体现在东
风雪铁龙对未来技术的解读中 。
本次混合动力系统的推出， 展示
出的就是创新和实用的未来汽车
生活解决方案。 标致雪铁龙公司
表示， 与动力输出相等的传统发
动机相比， 使用压缩空气混动技
术后，汽车燃油经济性可提高 45%
左右，单次行驶里程可提高 90%。

目前， 全球各国都在关注空
气污染问题， 而汽车尾气排放已
经成为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一
项。 国内外各大整车企业都将焦
点集中于新能源技术的研发上 ，
标致雪铁龙也不例外。 其这种全
新的混合动力方式曾经在 3 月的
日内瓦车展上有过亮相， 通过雪
铁龙 C3 VTi 82 原型车上向大家
展示， 此次是首次在中国正式亮
相。 (谭遇祥)

� � � � 2013 年，东风日产 10 周岁，风华
正茂。 它与中国汽车发展的 “黄金十
年”相伴相生，以奇迹般的发展速度成
为了中国汽车企业的一个重要典范。
十年来， 中国汽车销量以近 23%的平
均增幅， 从每年不足 200 万辆激增到
每年 2000 万辆；而在这十年里，东风
日产也从年销 6.5 万辆的 “单薄身
板”，迅速成长为累计销量超过 400 万
辆的“庞然大物”。

当你有不确定的时候，
相信你的中方伙伴

对于所有的合资公司而言， 文化
融合往往是最首要也是最致命的难
题。 在许多 50:50 股比的合资公司里，
因中外双方因沟通问题产生的矛盾与
摩擦，往往会导致 1+1<2 的结果。 而
东风日产的《行动纲领》既体现中方团
队“老二汽”的务实精神，也融入了日
产全球理性思考的优良传统。 它明确
了东风日产的公司愿景、使命、核心价
值观和各个领域“赢”的方法论，形成
了中日双方、上下级之间、跨团队跨部
门的共同价值观，真正实现了“一个团
队、一个信念、一种声音”的高度团结，
从根本上促成了中日合资方的优势互
补。

正如 DNA 在进化中不断合成新
的片段一样， 东风日产不仅有中日双
方的融合，还有东风日产与供应商、经
销商的融合、 东风日产企业与员工的
融合。 2009 年，其时已具备年销量 51.8
万辆规模、 三倍于行业平均增速的东
风日产，在发展高速路上高歌猛进。 而
为了防微杜渐，消灭日益滋生的“大企
业病”和“官僚主义”，东风日产全体高
层主动以身作则，从自己身上找毛病，
发起一系列“重温《行动纲领》”活动，
最终发布“东风日产高管宣言”。 此举
进一步统一了基层员工与企业高层的
思想，强化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为东风

日产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做一个创新的疯子
说到东风日产， 就不能不说 “创

新”。 可以不夸张地说，东风日产的诞
生就是一次大胆创新的成果。 也正因
如此， 创新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可能只
是工具， 而对东风日产来说则是深入
骨髓的 DNA。 在这种 DNA 的驱动之
下， 东风日产人对创新有着如疯狂般
的执着。

在外界看来， 最能体现东风日产
“疯狂”创新的，无疑在市场营销领域。
面对变化迅速的市场， 东风日产做出
了许多外界看起来比较“疯狂”的创新
手段。

我们都爱“三无”人员
“无东风背景、无日产背景、无汽

车行业背景”。 在一般的 HR 眼里，这
样的“三无”人员在东风日产体系内显
然是没有竞争力的。然而，现实就是东
风日产以“我们都爱‘三无’人员”的姿
态，热情拥抱他们。主管市场销售的杨
嵩、主管数字营销的郭伟等人，这些来
自 IT、家电甚至快消行业的精英在企
业经营管理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

由于具备了国企的严谨情怀、外
企的专业视野、民企的灵活高效，使得
东风日产拥有业界独树一帜的人才氛
围， 一改合资公司中高管多由中外两
方委派的惯例，让“三无”人员有了一
片施展才华抱负的理想之地。

把公益当公司来运作
4 月 21 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

发生了 7.0 级的强烈地震。 得悉灾情
后， 身处上海车展现场的东风日产副
总经理任勇在发布会上第一时间向灾
区人民表达了深切的慰问。随后，东风

日产阳光关爱基金会也展开行动，向
四川省民政厅捐赠 10 辆价值约 260
万元的高性能 SUV 奇骏，并承诺免费
维修雅安灾区受损的东风日产品牌车
辆。

如其所言， 东风日产在各个领域
都追求 “直效化”， 在公益上也不例
外———以企业化的管理， 保证所有履
行社会责任的行动都达到直接、 实在
的效果。

在安全领域，东风日产推出了“汽
车公民”理念，更通过“安全驾驶体验
营”的持续开展，让社会公众对道路安
全知识看得见、摸得着，在意识上与行
动上都牢记道路安全的重要性。

因你的幸福而幸福
3 月 18 日，东风日产重磅旗舰车

型新世代天籁正式上市。 与以往的发
布会不同的是， 新世代天籁的车主可
享受东风日产提供的“7 天包换”、“60
天免费出险代步”、“3 年 CARWINGS
智行＋免费享”三大服务政策。

事实上，在伴随中国汽车“黄金十
年”发展的历程中，东风日产快速引进
多平台、多种类的车型，在满足消费者
需求的同时推动了汽车产业在细化市
场的竞争， 让不同层次的消费者有了
更多的选择和更丰富的汽车生活。

随着东风日产的销售渠道深入
三、四、五线城市，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也能和一二线大城市的人一样， 第一
时间体验到这一知名品牌带来的新产
品和优质服务；启辰品牌的横空出世，
让高品质、低使用成本的“国民车”走
向了县城和田间地头；在肇庆，出于对
东风日产品牌的认可和对产品及服务
的放心，一位车主自 2005 年至今共推
荐亲友、 同事购买东风日产车型 153
辆；而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涌出了越
来越多的 “天籁街”、“骐达楼”、“东风
日产村”。 (谭遇祥)

东风日产：业界典范 DNA大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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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腾 X80 外观。

C4L 外观。

东风日产总装车间。 东风日产技术中心。

越精彩 享自由

奔腾首款都市 SUV 荣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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