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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953 年 7 月， 中国汽车工业从
零起步， 60 年后的今天， 中国汽车
工业让世界瞩目。 2012 年 10 月，广
汽三菱新生启程， 不到 1 年时间，广
汽三菱专注于 SUV 的专业实力和发
展速度让业界不可小觑。 从无到有，
从新生步入成熟， 无论时间长短，无
论步履多么艰辛，背后都是同一种力
量在支撑———梦想。 有梦想才能前
行，在几代汽车人的努力下，中国汽
车梦已经傲然成形，而“SUV 世家”
广汽三菱追逐的汽车梦，让中国汽车
梦变得更加绚丽多彩。

梦想的基石：
专业的“SUV 世家”

每个执着于实现梦想的企业都有
自己的安身立“梦”之本，如“销售”的
丰田，“技术”的日产。作为一个站在广
汽集团和三菱汽车两个巨人肩膀上的
新生合资企业， 广汽三菱萃取了股东
方的精髓， 在企业成立之初就确定了
以“专业”立身，以“专业”立“梦”。

在 2012 年 11 月广州车展上，
举行成立仪式仅一个月的广汽三菱
就正式发布了“专业创造愉悦”的企
业口号。 从达喀尔 12 次夺冠到世界
汽车拉力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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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三菱正是凭
借三菱汽车专业技术优势和 SUV 专
长，以广汽集团精致的造车工艺与一
流的营销服务为支撑，在丰富多彩的
汽车生活中不断为消费者创造愉悦。

作为广汽三菱的第一款战略新车
型，新劲炫ASX自上市以来被誉为最

专业的城市 SUV。 在专业的产品背
后，是广汽三菱专业的体系竞争力，这
包含专业的生产体系、 专业的品质管
理制度、专业的人员团队等。在众多的
专业优势中， 值得一提的是新劲炫
ASX倍受好评的的专业安全性能。 近
日美国高速公路安全保险协会（IIHS）
公布了 12 款紧凑型 SUV� 25%偏置
碰撞成绩， 其中仅有两款车型通过评
测，其中一款就是三菱欧蓝德 Sport，
也就是新劲炫 ASX 进口版， 而这种
“SUV世家” 的品质在国产版新劲炫
ASX的身上得到了一脉相承。

梦想的色彩：
绿色的“SUV 世家”

如果要给梦想加一个颜色 ，

“SUV 世家” 广汽三菱的汽车梦，一
定是绿色的，生态的。自成立以来，广
汽三菱一直把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作
为与生俱来的神圣使命，是汽车行业
中优秀的企业公民新秀。

在企业成立之初，广汽三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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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细致入微地贯彻到企业的
各个角落。广汽三菱建设的绿色环保
工厂，厂区绿化率超过 30％，系统而
完善地解决了综合能源供应系统、废
水回收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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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消
费者来说， 最有口皆碑的是新劲炫
ASX 的油耗远远低于同级别车型，
其 1.6L 排量的车型一年节约的能源

与降低的排放相当于种植六七十颗
树达到的效果。

在打造绿色环保产品和工厂的
同时，广汽三菱也积极投身到社会公
益事业之中。 在 420 雅安地震灾害
中，广汽三菱迅速启动“迅菱行动，全
速奔赴”行动，为中国首支紧急救援
民间公益组织“蓝天救援队”提供新
劲炫 ASX 作为救援车辆， 第一时间
奔赴灾区，从最大程度上为灾区群众
赢得了宝贵的“黄金 72 小时救援时
间”。

梦想的力量：
愉悦的“SUV 世家”

专业的梦想让广汽三菱拥有专
长， 绿色的梦想让广汽三菱拥有品
格， 而广汽三菱集专长和品格于一
体，汇聚形成的梦想力量则是创造愉
悦。这种愉悦不仅体现了广汽三菱员
工的愉悦，也是包含用户、经销商、供
应商等愉悦在内的“大愉悦”。

员工是企业的核心和灵魂，员工
的愉悦是一切愉悦的基础。为了让员
工专心于制造，广汽三菱努力为一线
生产员工创造良好的作业环境。特别
是针对焊装车间，广汽三菱专门导入
集中式除尘系统， 在 CO2 机器人集
中焊接区域设立烟尘收集装置，还按
人均 1.5 平方米的标准在车间建设
员工休息区域。 此外，广汽三菱还坚
持对员工进行专业技能和知识的培
训， 让员工与广汽三菱共同成长，享
受到家庭和工作的双重愉悦。

在经销商、供应商等合作伙伴方
面，广汽三菱坚持互助共赢，共同分

享成长和成功的愉悦。针对经销商竞
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环境，广汽三菱
制定了“稳健开拓，立体布局”的政
策，避免形成恶性竞争，确保每一个
经销商都有足够的生存空间。对于供
应商，广汽三菱不遗余力地对供应商
进行支持和帮助， 进行品质管理培
训、技术指导、工序监查和品质改善
等活动，以提高供应商的品质保证能

力和品质管理水平。
2013 年 7 月， 在中国汽车工业

60 年华诞之际， 拥有多个汽车企业
的管理经验的刚刚接棒上任广汽三
菱执行副总经理刘伟、副总经理杜志
坚作为新一代的汽车筑梦人，在广汽
三菱这个舞台上， 他们将会把“SUV
世家”广汽三菱的汽车梦建设得更专
业、更绿色、更愉悦！

本刊记者 谭遇祥

更专业，更绿色，更愉悦
———“SUV 世家”广汽三菱的汽车梦

� � � � 作为别克高档旗舰轿车， 全新
君越以引领潮流的造型设计、 前瞻
性主动安全科技、 汇集先进科技的
底盘系统与全明星发动机阵容，以
及媲美豪华车的高档配置， 树立了
中高级车的全新标杆。7 月 30 日晚，
全新别克君越在长沙 798 城市体验
馆举行了“不喧哗，自有声”别克全
新君越上市发布会， 除 3.0L 智享旗
舰型，还推出搭载 2.0T 和 2.动力系
统 的 新 君 越 车 型 ， 价 格 覆 盖
23.59-36.99 万元。

全新君越在外观上的变化主要
集中在前脸和尾部上， 车身侧面的

变化则不是很大，大灯、雾灯、轮毂
等位置更加讲究精致，而进气格栅、
前后保险杠等位置设计更加大气，
整体改完后出来的实际效果却是非
常惊人的。 新车在外观上已经彻底
颠覆了老款上给人过于成熟的感
觉， 不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显得更年
轻也更漂亮。

全新君越全系车型标配了别克
新一代智能车载交互系统———
IntelliLink，该系统借助高清数码显
屏行车电脑、 高清数码触摸式显屏
和多功能真皮方向盘， 让用户可任
选一种自己熟悉的操作方式控制车

辆，可实现导航、音乐、蓝牙电话、语
音控制、车辆信息 5 大菜单功能。 此
外 ， 高 配 车 型 还 配 备 了
Multi-Touch 触摸式独立手写输入
板， 适合经常使用平板电脑和智能
手机的用户。 OnStar 别克安吉星系
统自然也是不可缺少的。

新君越延续了 360 度环抱一体
式设计风格， 中控台的布局有所调
整，设计更加简洁，按键有所减少，
功能分区更加鲜明。 换挡杆、车门内
饰板等细节部位的造型都会经过优
化设计，更加符合时下潮流。 全新君
越提供三套内饰配色方案， 提供
IceBlue 冰蓝氛围灯，以满足广大消
费者的个性化选择。

全新君越全系搭载 IntelliDrive
智能高效动力操控系统， 汇集了出
自“沃德全球十佳” 发动机家族的
3.0L� V6� SIDI、2.0T� SIDI 和 2.4L�
SIDI 全明星豪华动力总成， 匹配拥
有更快响应速度与更佳平顺性的全
新一代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为消
费者提供了丰富的高效动力选择。

以澎湃动力和顺畅响应而赢得
卓著口碑的 2.0T� SIDI 智能直喷涡
轮增压发动机此次经过全新优化设
计，最大功率飙升至 187kW，比原先
的 162kW 提升多达 25kW， 并以

93.5kW/L 升功率再度刷新同级纪
录，而其 350Nm 的最大扭矩输出范
围也扩展至 2000-5000rpm， 成为
追求强劲动力驾驭的最佳选择 。
2.4L� SIDI 智能直喷发动机继续发
挥高效动力与燃油经济双重优势，
实现最大功率 137kW 和最大扭矩
240Nm 的动力输出，在同级车自然
吸气发动机中处于领先水平。

全新君越基于通用全球中高级
车平台打造的先进底盘技术， 包括
全系标配的全车增强型前后独立悬
挂系统、通用专利 FNC 专利技术处
理的 17 吋超大碟刹系统，高配车型
更装备了豪华车配备的 H-arm 高
等级独立悬挂及 CDC 全时主动式
液力减震系统， 结合全系提供的普
利司通泰然者或固特异高等级轮
胎， 让消费者尽享精准操控与舒适
驾乘的完美结合。

借助丰富齐全的高科技人性化
配备， 全新君越为用户带来超越同
侪的豪华尊贵体验， 在树立中高级
车市场科技标杆的同时， 也为追求
驾乘入门级豪华车的消费者带来全
新选择。 据悉，目前华洋别克 4S 店
的新君越展车已经到店， 现已全面
接受预定。 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到店
咨询鉴赏试驾。 (谭遇祥)

� � � � C4L———东风雪铁龙率先为国
民带来 PSA 集团首款国产增压车
型。 近日， 本刊记者有幸试驾了一
番， 对于 C4L 的动力表现用一句话
表示：带“T”的确很拉风！

之所以感觉“拉风”，主要是因
为 C4L� 1.6THP 车型加速时丝毫没
有其他品牌增压车型迟滞后所带来
的那种强烈冲击感， 反而加速时带
来的感觉更接近高效的自然吸气
式，动力充沛且平顺自如。

据了解， 搭载在 C4L� 1.6THP
上的这款增压发动机早在上一代
C4 就已经采用了这一款发动机。 只
是如今在 C4L 以及标致 3008 上把
功率调高了 17kW。C4L� 1.6THP 车
型在动力输出线性的同时较一般小
排量增压车型最大不同的是几乎不
会出现在刚刚起步的 1� 000—
1500r/min 后者常常出现的较为乏
力的区间。 配合响应速度较快的电
子油门， 只要轻踩油门便能唤醒
C4L，动力随即而至。

C4L� 1.6THP 的动力输出做到
了自然吸气发动机版的线性输出已

经在起步阶段几乎没有乏力区域很
大原因是因为其涡轮增压在发动机
转速仅仅 1000rpm 时便开始工作。
能做到这一点主要源于 PSA 与宝
马共同开发的 1.6THP 全铝发动机
采用了单涡轮双涡管技术及缸内直
喷等技术。 C4L� 1.6THP 发动机最
大扭矩输出点也非常低， 当发动机
转速达到 1400rpm 时便可发挥出
240N.m 的最大扭矩，输出范围达到
了 1400rpm-4000rpm 之广。 最大
扭矩输出范围较广带来的最大好处
就是加速度的持续性，而 120kW 的
最大功率则在发动机转速达到
6000rpm 时爆发。 可见这款发动机
还是以低转扭矩为特点的， 毕竟我
们的路况决定大多数时候 1500—
3000r/min 才是常用区间。

由于最大扭矩的输出点与最大
功率的输出点差距相对较大， 因此
在加速后段会出现疲弱的区间。 而
且就数据上来看，C4L� 1.6THP 虽
然较老款 C4� 1.6THP 在功率上调
高了 17kW，但依然相比其他同排量
增压发动机略微差点。

动力输出的特性除了得益于发
动机的出色，同时，来自爱信的六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也功不可没， 目前
该款变速箱在东风雪铁龙 C5、东风
标致 508、408 上均有采用。

在如今遍地双离合变速箱的市
场上， 这一款六速自动变速箱在技
术上并不起眼。 其最大意义就是东
风雪铁龙的紧凑车型终于出现了六

速变速箱车型， 而且采用这一款变
速箱的最大好处是其技术成熟，可
靠性较强。

从实用性来说， 此款六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在工作上一直默默无
闻，从不会带来任何换挡的冲击感。
在一般的驾驶中， 变速箱升档积极
且具平顺性。

（谭遇祥）

� � � �日前， 由人民网主办的
“新中国汽车工业六十周年
盛典”活动落下帷幕。广汽丰
田凯美瑞凭借其卓越的产品
品质， 荣膺“中国汽车工业
60 年最具市场贡献车型大
奖”。

颁奖现场的知名汽车专
家表示， 此次大奖不仅是一
项评选， 更是一种良好的催
化剂， 推动中国汽车制造水
平不断提升， 促进中国汽车
产业永葆活力。 而凯美瑞的
成功， 正是源于广汽丰田对
市场脉搏和消费需求的准确
把握。

自上市之初， 凯美瑞就
坚守丰田高 QDR（高品质、
高耐用性、高可靠性）基因，
以实用、 均衡的产品价值打
动了消费者， 引领中高级车
市进入“凯美瑞时代”。 而后
2010 款凯美瑞改款上市，导
入 G-Book 智能副驾， 更使
新凯美瑞成为信息时代首款
掀起中高级车“智能化大潮”
的车型。

2011 年，第七代凯美瑞
开创性地推出旗舰、 运动和
混合动力三大车系, 构成新
的“凯美瑞家族”。 在继续发
掘凯美瑞经济、安全、舒适的

“实用价值”基础上，第七代
凯美瑞以创新科技和均
衡价值实现了对上一代
的全面超越。 今年 3 月，
凯美瑞增值版推出，更被
誉为中高级车“最高性价
比”车型。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10 年开始， 广汽丰田
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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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在节能车领域抢占
先机，也在中高级车市再

塑新标杆。 载丰田新一代油
电混合双擎动力系统， 混合
动力凯美瑞·尊瑞实现了极
低油耗、强劲动力、超低静谧
性和极低尾气排放四大突
破。在使用便利方面，它无需
外插充电 ,且在驾驶、维修、
保养上和普通车型无异。

除了在产品力上不断革
新完善外， 凯美瑞还需拥有
完善的服务体系。 自上市之
初，广汽丰田就导入 e-CRB
（智能化渐进改善的顾客关
系构筑）系统，打造了誉满国
内的“凯美瑞体验”，使车主
全程体验到“触手可及的尊
贵感，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安
心、便利的享受”，树立起行
业服务的全新标杆。

对于凯美瑞来说，2013
年无疑是捷报频传、 意义非
凡的一年。 凯美瑞以最快速
度创下 100 万辆的行业纪
录， 成为中高级车市场名符
其实的领军者； 混合动力凯
美瑞·尊瑞也开始突破重围，
月销量突破 500 台， 其高效
节能特性逐渐受认可。 此次
获得中国汽车工业最具市场
贡献奖， 对于凯美瑞来说不
仅是一次高度的专业认可，
也是对其综合价值的充分肯
定。 （王天笑）

� � � � 8 月 2 日，马自达（中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公布了马自达品牌车型
2013 年 7 月在中国市场的零售销量
业绩：7 月单月销售 11,678 辆， 同比
减 少 18.5％ 。 1 -7 月 累 计 销 售
94,209 辆，同比减少 20.4％。

从 7 月两个销售网络的销量来
看，一汽马自达共销售 7,635 辆，同
比减少 11.5％ ； 长安马自达销售
4,043 辆，同比减少 29.1％。

对此 ，马自达 (中国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CEO 渡部宣彦表示：“由
于 Mazda3 所属的 C 级车市场竞争

激烈， 长安马自达的销售结果并不
理想。 随着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
CX-5 国产车型即将在 8 月投放，
我们期待可以帮助提振今后的销
量。 ”

马自达已于 6 月下旬向中国市
场投放了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第
2 款 车 型———进 口 全 新 “Mazda
ATENZA”。 随着搭载“创驰蓝天技
术 ” 的 首 款 中 国 国 产 车 “Mazda
CX-5”在本月的上市，将进一步强
化马自达在华的产品阵容。

（王天笑）

———试驾东风雪铁龙 C4L
平顺有力 畅享“T”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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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自达
2013年 7月在华销量减少 18.5%

全新君越长沙上市发布会圆满落幕

C4L 外观。

新劲炫 ASX 外观。

凯美瑞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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