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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月 26 日， 潍柴汽车在北京隆
重举行了主题为”力量 ,与你同行”的
轻型车品牌新闻发布会。 “英致”品牌
是潍柴在轻型车业务领域打造的首
个品牌，至此，潍柴轻型车领域的产
品将都归属在“英致”品牌下，同时也
标志着潍柴汽车正式开启了潍柴轻
型车市场的探索创新之路。

首先，潍柴集团执行总裁张泉先
生致辞，对到场的行业协会领导和媒
体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并表示在
持续地完成国内商用车产业链整合、
海外并购、国际技术合作、国际知名
品牌联手之后，潍柴轻型车领域的战
略布局终于随着“英致”品牌的发布
而全面开启。 发布会上，张泉总对轻
型车领域的管理团队表示了肯定和
支持，并对未来“英致”品牌旗下的产
品也给予了厚望。

随后，潍柴汽车总经理叶子青重
点介绍了“英致”品牌的诞生背景，全
面阐述了“英致”品牌的品牌内涵，以
及品牌远景、理念、定位、形象，随后
介绍了潍柴轻型车领域的三步走发
展规划以及团队介绍。

品牌诠释
英致品牌的 LOGO 是一个“牛头

标”， 它象征着潍柴汽车拥有一股牛
的精神。 “牛”不仅仅在中国是象征稳
健、锐力前行的一种力量，在全球，它
同样寓意着勇往直前的气势。 寓意的
是潍柴汽车脚踏实地、锐意进取的精
神内核。

潍柴汽车的牛气，来源于潍柴集

团赋予的“强动力、高品质”的品牌核
心价值。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
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这
样的力量， 直接赋予了全新汽车品
牌———英致深厚的底蕴。

英文名 “ENRANGER” 是一个
组合词。 En， 来自于英文 Engine 和
Energy，是“动力、力量”的含义，这种
力量既是潍柴集团绿色动力的传承，
也寓意着英致品牌向前的力量和前行
的动力；其次，Ranger，则有“骑士、进
取”之意，骑士以英勇著称，但骑士更
以睿智形成独特的形象标识。 英致品
牌就是这种英勇而睿智的“ranger”，是
与 众 不 同 的 市 场 进 驱 者 ！ 所 以 ，

Enranger：是赋予了更强力量的骑士，
Enranger，更是 “睿智前行 ，锐力勃发
的进驱者”。

中文名英致，“英” 为才能出众的
人， 拥有着勃发的英气和力量。 ”致
“是进取向前，竭力领先的进驱者一种
态度与精神。 以英锐无畏前行， 以睿
智超越平凡，以力量致达胜境，以进取
开拓远行。 英致，英睿致远！

英致品牌将成为始终以“高品质、
强动力”为核心的汽车品牌。 致力于将
这股“牛”的力量传递给消费者，与中国
汽车工业，中国社会、经济，乃至人文关
怀，自然环境，生命健康的发展紧密联
系在一起，同这个时代及时代的进驱者

们一起，携力奋进，砥砺前行。英致汽车
拥有独立的品牌和技术，汇聚全球一流
的专家团队，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将“动
力强劲、健康舒适和至美品质”作为品
牌和产品的驱动力，以创造汽车生活的
速度与激情。

三步走的发展规划
第一步就是起步阶段， 内容就是

把起步阶段做扎实， 搭建一个平台，平
台包括“英致”的人员体系，供应链体
系、经销商体系，建立一个生产的平台，
生产的平台包括生产结构，包括产品品
牌建立一个基础。目标就是能够在某个
细分市场上能占有一席之地，在细分市
场上有一个好的口碑。

第二步“英致”将有一个跨越式的
发展，这个发展包括多方面的发展。 包
括也有些第二次的兼并重组， 这也是
“英致”的机会，包括和其他企业合资等
等，这都是“英致”的跨越式发展。

第三步就是“英致”的国际化阶段，
走到国内知名的汽车企业这个目标。中
国轻型车市场总量是很大的，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下 “英致” 还是很有机会的，
“英致”定位于细分市场，走差异化的道
路，在细分市场上领先。

优秀的团队
“英致”很注重在研发上的投入，

潍柴集团具有包括潍柴汽车在内的研
发人员超过 4000 人，现阶段潍柴汽车
的研发团队中也拥有 20 名以上的海
归专家，在未来将要达到国内领先的
水平。

� � � � 12 月 21 日，华晨金杯全新商务型
轻客———金杯新海狮中南区上市会在
长沙隆重举行。 继 11 月度的广州车展
全国首发， 金杯新海狮创领轻客行业
新风尚的传奇之旅将陆续在全国各大
区域拉开序幕。 金杯新海狮是华晨金
杯 H2 平台的又一崭新力作，售价为：
8.08 万-8.78 万元。 以“新外观、新技
术、新体验”三大变革强势来袭，征战
商务轻客市场， 将再次丰富 H2 平台
的产品矩阵，使 H2 平台进入到全速发
展模式。 金杯新海狮在空间、舒适度、
承载力三方面突破以往设计， 全面满
足消费者在商务接待、 旅游运输和单
位通勤等方面的多重需求。

俊逸不羁 缔造风尚
极富动感的前格栅、晶钻鹰眼式

前大灯、彰显国际范的车身设计等多
方面仍然采用了 H2 平台的家族式前
脸及侧围设计，并新增了上羽白下萨
摩亚棕色的混搭色彩，商务气息中融
入了柔美的元素。 相应的，在拉门尺

寸方面， 金杯新海狮也进行了拓宽，
比传统轻客增加了 90mm， 并新增了
后尾门内开启装置，令乘客上下车及
搬运行李更加轻松自如，完美的诠释
了驾乘需求。

宽适怡然 尽享精彩
金 杯 新 海 狮 拥 有 4880mm ×

1700mm×2095mm 的超大车身，以及
2570mm 的超长轴距，多达 24 处的有
效储物空间，营造出更为宽绰舒展的
驾乘空间。 且将吸音内饰材料大量应
用于防火墙 、地板 、侧围 、顶棚等区
域，相比传统轻客声噪部分频段降低
10dB 左右， 优化 50 项，NVH 静音工
程非常出色，媲美轿车类产品，即使
车辆在高速环境下行驶，车内人员也
完全感受不到繁杂的噪音。 为了保证
乘坐的舒适性，金杯新海狮使用全新
的座椅设计，座椅坐垫的发泡采用冷
发工艺，具有高回弹、高承载性能，舒
适度和环保性能均高于同级别其他
车型。 与此同时，整车采用全新的冷

暖一体式空调总成，不仅节约
了车内空间，而且使冷暖感觉
更加舒适。

品质领先 自在自我
经过底盘结构的优化，金

杯新海狮的最大承载力比传统
轻 客 提 升 10% ， 将 达 到
1200KG，大大超过同级别的其
他车型。 换挡位置调整在仪表盘处，符
合人机工程学设计， 更加方便驾驶员
操作。同时，金杯新海狮采用电子油门、
韩国进口离合器、优化转向系统，使操
作更加轻便， 保证高速行驶和转弯的
稳定性，有效应对各种道路状况。

守护随行 安全升级
金杯新海狮的车身高强钢使用

比例高达 35.9%， 且前纵梁为垂直的
Y 字形结构，可上下分散碰撞能量，有
效保证乘车人员的安全。 此次，金杯
新海狮将油箱置于车体的中间部位，
相对于传统轻客的后置油箱来说，有

效避免后碰带来的安全隐患。 为了消
除乘客对乘车安全的后顾之忧，金杯
新海狮还增加了多项安全配置， 如：
全系标配 ABS+EBD、 后排儿童安全
座椅固定点、20 公里自动落锁、 车门
未关报警、拉门限位锁等。

越经典，一路向前。 金杯新海狮
强势来袭，它的出现将成为国内轻客
市场的最有力竞争者。 相信集专属大
空间、卓越的舒适性、超大承载力等
优势于一身的全新商务型轻客———
金杯新海狮，一定会赢得众多消费者
的芳心，取得不俗的市场表现。

(谭遇祥)

� � � � 12 月 24 日， 广汽丰田首款专为
年轻人量身打造的跨级时尚大两厢
致炫于长沙小天鹅戴斯酒店与大家
见面，与年轻人一起快乐过圣诞。 在
新车亮相仪式中，别具一格的时尚假
面舞表演， 正迎合了年轻人时尚、独
特的口味， 展示了致炫缤纷的色彩，
精彩的生活，还有精美的礼品、精致
可口的点心、更有丰盛、美味的圣诞
自助大餐！

此外， 借助 12 月 24-25 日圣诞
特殊节日，致炫还会在长沙市繁华商
业中心悦方购物广场展出亮相！ 还有
小丑表演、魔法气球造型、百万现金
大奖福利彩票，更有一系列购车优惠
活动， 带来了更多的惊喜与福利，绝
对是个购车的最佳时机。

炫酷十足的外观设计
在年轻消费者重点关注的外观

造型上，致炫采取大胆而炫酷的设计
风格。 它拥有霸气十足的 “大嘴”前
脸、凌厉的鹰眼大灯、俊朗的车身腰

线、前卫的悬浮式车顶，形象辨识度
高，让人一见倾心。 出众的外观设计，
让其赢得了 “2013 北京国际设计周-
汽车设计大奖”。

实至名归的省油大王
致炫采用了广汽丰田针对中国市

场而全新开发的 NR 系列发动机，这
款发动机的性能那真是一级棒， 具有
三高（高压缩比、高匹配性活塞、高功
率输出性能）、四轻（轻量化气缸体、轻
量化进气管、轻量化排气管、轻量化油
底壳）、五低（低油耗、低振动、低噪音、
低摩擦、低排放）的特点。不光如此，广
丰致炫还采用日本爱信精机的 i-
super AT 智能超级变速器，并通过了
全新的调校和改进，所以这款变色器，
能量传递更高效、控制模式更聪明，而

且自身重量更轻！此外还有就是，广丰
致炫通过对车身的合理设计， 风阻系
数降到了同级别最优的 0.29。

圣诞狂欢的最佳惊喜
致炫以其炫酷时尚的外观、近乎

A 级车的大空间、强劲动力、低油耗、
丰富配置 ， 价格仅为 6.98-10.98 万
元；更推出一系列超乎想象的优惠购
车政策，很对年轻人的“胃口”，可以
说，致炫是青春的代名词，是广汽丰
田送给年轻人的最佳圣诞礼物。

在现场购车的陈先生表示 ：“说
到买车，我很心动，虽然之前没有车，
可毕竟是多年的汽车发烧友，这买车
的重任自然就交到了我的手上。 什么
样的车比最适合我们？ 经过我长时间
的资料对比， 终于选定致炫这一款

车，和《咱们结婚吧》里高圆圆一样是
广汽丰田的， 之所以看好这款日系
车，不光是关注这款车阳光帅气的外
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低耗油！！！ 对
于我们两个在社会上努力打拼的小
屌丝，对于买车这种消费品，首要的
考虑的因素就是能否省油，油钱无疑
会是买车的一项比较大的支出，油耗
低的车能减轻我们的用车成本以及
生活压力，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省钱又
省心！ ”

全新 YARiS L 致炫这个全新
的杰作，为年轻人的美好未来而生。
炫亮登场为 “80、90 后 ”对好车及美
好生活的期望， 为更多年轻家庭提
供更高质量、更多优惠、更优质服务
的时尚品牌。 广汽丰田致炫长沙上
市，开启致炫了在长沙地区优质、尊
贵 、时尚 、愉悦的服务体系 ，与年轻
人一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 一起开
创 、共同驰骋 ，为生活加速 ，驶向未
来人生路。

（蔡雅婕）

� � � � 12 月 19 日， 湖南长沙劳斯莱斯
汽车授权经销商展厅盛大开业。 截至
2013 年底，劳斯莱斯汽车在中国区的
正式授权经销商展厅达到 20 家，居亚
洲之首。

作为劳斯莱斯汽车在我省的首
家授权经销商展厅，长沙经销商展厅
地处湘江江畔，位于万达国际广场一
楼，整个展厅面积达 600 平方米，可同
时容纳四台劳斯莱斯展车。 此外，售
后服务中心也相应设立，面积达 1800
平方米，坐落于麓谷汽车世界，配备
顶级电脑诊断设备和最先进的维修

配备，提供零件供应、精品展示销售、
咨询、救援等全方位服务。 展厅及售
后服务中心的所有设施及室内设计
均按照劳斯莱斯汽车全球统一标准
建造，力臻为客户提供便捷、专业、尊
贵的购买与售后体验。

劳斯莱斯汽车中国区总监亨瑞克
先生表示：“长沙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
底蕴，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其古今一
体的演绎与劳斯莱斯汽车优雅而现代
的气质不谋而合。 长沙展厅的设立将
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劳斯莱斯汽车在中
国中部地区销售和服务布局， 满足我

省客户对幻影、 古思特以及魅影不断
增长的购买和定制需求。 ”

活动现场展示了 2014 款古思特
和高级定制版古思特及幻影车型。 作
为劳斯莱斯汽车产品系列中突出驾
驶体验的车型，古思特的每个细节都
经过精心设计、 工程优化及打造加
工。 2014 款古思特秉持“驭动随心”的
设计理念，在原有基础上新增多项更
新升级的人性化科技，包括卫星辅助
传动系统（SAT），车内平视显示系统，
新型欢庆女神旋钮式控制器，以及全
面升级的导航系统和增强型定制音
响系统等，力争让驾驶者可以在更加
优雅而舒适的方式下，更好地享受非
凡的驾控乐趣，同时为乘客提供最高
级别的安全保障。

同时亮相的高度定制版的幻影
加长版和古思特加长版车型则展现
了劳斯莱斯汽车高度定制服务的绽
放之美。 展出的幻影加长版融入定制
的金色欢庆女神和金色双腰线，以及
门框烫金双 R 标志，彰显车主的个性
品味。 车内的星光顶饰如熠熠星空，
仿佛置身银河系边缘 ， 尽享极致浪

漫。 古思特加长版特别装配的全手工
打造的野餐餐桌让旅行瞬间变为一种
享受。 这些个性化的定制元素都使得
每一款车如同车主的指纹一般独一无
二。

“客户定制服务计划是劳斯莱斯
汽车品牌的精髓，”劳斯莱斯汽车中国
区总监亨瑞克先生表示：“自 2003 年
劳斯莱斯汽车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客
户定制计划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截止今年第三季度，中国客户的定
制计划服务增势强劲 ， 涨幅高达
104%。 ”

作为劳斯莱斯汽车长沙展厅的合
作伙伴，宝利德控股集团董事长、宝利
德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余海军先生表
示：“我们非常荣幸能与劳斯莱斯汽车
这一源自英国的顶级超豪华汽车品牌
成为合作伙伴。 作为国内高端汽车运
营商，我们十分认同劳斯莱斯汽车‘力
臻完美’的品质追求和服务理念， 我
们也相信，通过集团丰厚的实力和从
事高端汽车行业的经验，长沙劳斯莱
斯汽车展厅的成功令人拭目以待。 ”

(王天笑)

� � � � 近日， 从上汽
通 用 五 菱 传 出 消
息， 以配置丰富著
称的五菱宏光 S 近
期又有新动作，1.5L
豪华版全新增配了
EPS（电动助力转向
系统）。 经过厂家的
精心调教，安装 EPS
后的宏光 S 方向感
更好， 操纵的稳定
性和舒适性将进一
步提升， 并进一步
降低油耗 。 同时 ，
1.5L 豪华版还提供
GPS 选装项，让有需要的车主能够
轻松配备这一设备。

五菱宏光 S EPS+GPS 版本的
推出，为追求操控感与驾驶乐趣的
车主提供了更好、 更丰富的选择，
给消费者带来了新的惊喜。 这也是
五菱宏光在成功开辟并引领中国
家用 MPV 这个巨大细分市场的基
础上，对消费者需求的持续跟进和
不断满足。

在产品持续更新的同时，五菱
宏光的销量也在不断刷新 。 据最
新数据显示， 五菱宏光系列 11 月
单月新车销量达到 60168 辆，同比
增长 143% ，环比增长 9.1% ，再次
刷新中国车市销售纪录，成为唯一
月销达到 6 万辆级的乘用车产品。
目前 ， 宏光全系累计销量已达
473803 辆，占据 MPV 市场近 40%
的份额，稳居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
第一的宝座。

五菱宏光的快速成长，更带动了
MPV市场整体持续性增长。 数据显
示，今年五菱宏光同比 60%的增幅远
高于乘用车 13%左右的整体增幅，带

动整个 MPV 市场月销稳定在 10 万
辆以上，同比增长超过 100%。得益于
宏光的快速增长，上汽通用五菱业已
完成今年 150 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
成为国内第一家宣布提前完成全年
销售任务的车企。

“SUV 车型 7 座版很少 ，MPV
则以 7 座版为主。 这一座位布局特
别适合中国人 4+2+1 的家庭结构，
一辆车可以装下祖孙三代。 中国家
庭的倒金字塔结构和传统的家庭观
念使得 7 座车成为一种显性需求。
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 7 座 MPV 车
型的热销。 ” 新华社资深财经记者
张毅分析。

可以想见，未来随着更多家庭
对 MPV 需求的增长 ，五菱宏光系
列销量仍将会被不断刷新。今年预
计全年销量将超过 50 万辆， 创下
中国乘用车市场新高 ，同时 ，距离
2012 年福布斯全球汽车销量第十
名思域的 63.8 万辆已经非常接
近，五菱宏光跻身全球销量前十已
是指日可待。

(王天笑)

� � � �在不久前闭幕的长沙车展上，
东风雪铁龙新 C5 “敞开心扉”，为
前来观展的媒体和消费者带来了
极具亮点的 MCS 大师级底盘展示
模型，让其一睹“底盘大师”的“庐
山真面目”和卓然风采。

底盘解剖
———“三不宣言”揭秘
在东风雪铁龙 C5 车主眼里，

C5 给他们带来同级车型难以企及
的 “长途不累 ，簸路不颠 ，弯道不
飘”动态舒适驾乘感受，而这一切
都源于雪铁龙 MCS 大师级底盘科
技。 但汽车底盘犹如人体骨架，其
内含的高端科技不像动力、外观等
让人稍微体验就能感知。 为了让广
大消费者直观了解底盘对一款车
舒适性、 安全性的决定性影响，东
风雪铁龙新 C5 另辟蹊径， 在万众
瞩目的长沙车展上通过 “解剖”的
方式，以底盘仿真模型全面揭示雪
铁龙“MCS 大师级底盘”独步车市
的秘密。

车展现场，观众一清二楚地了
解了雪铁龙 “MCS 大师级底盘”采
用 6 大黄金模块：目前多装配在高
档豪华车上通过铰接方式与车身
柔性联接的带 A 臂四连杆后悬挂
结构，通过控频技术将车身振动频
率控制在 1.05~1.2 赫兹的雪铁龙
独有的分离式液压减震系统，减少
车身变形同时保证悬架运行定位
精准的同级别最高强度副车架，通

过三角臂柔性联结车身的雪铁龙
专有的底盘液压缓冲系统，弹簧上
托盘与轴承一体化设计、高强度非
调制钢锻造工艺以及采用进口双
面镀锌高强度钢板的副车架，以及
集“一体化胎面”、“极端 V 型花纹”
和胎面“排水防滑硅胶配方 ”于一
身的 Eagle F1 极品飞靴单导向轮
胎，塑造了新 C5“长途不累、簸路不
颠、弯道不飘”的内在舒适基因。 不
少观众现场决定：“就买 C5 了，开
车乘车都舒适自如，既能享受驾驭
的乐趣又能感受安全呵护”。

创新营销
———智慧的起点 用户的终点

其实，在长沙车展大起底的东
风雪铁龙新 C5 今年 3 月就在全国
范围内启动了“极限驾驭 ”体验活
动。 在极限驾驭挑战赛中，新 C5 的
综合测试采用了业内首创的数字
化跟踪分析模式。 即在模拟颠簸路
面、连续弯道与直线加减速等路况
条件下，一个专用 APP 测试工具全
程跟踪、记录车辆的动态 ，采集车
辆的静音值、震动频率、离心 G 值
等数据，并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比
对。 通过与同级别竞品车辆的对
比，参与者可以直观地感受到新 C5
方向精准、抓地性能突出 、车辆循
迹线路稳定等综合性能方面的优
势，加强对雪铁龙传承百年 、独步
全球底盘调校技术的认识。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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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新海狮中南区上市

全新致炫登陆星城

劳斯莱斯汽车入驻长沙

宏光 S豪华版配置再升级

新 C5� MCS大师级底盘
科技“喜大普奔”

剪彩现场。

发布会现场。

新海狮外观。

五菱宏光 S 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