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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下午， 红旗 H7 大型试驾团
购会在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 本次活
动是红旗厂家在长沙地区进行的首次面向
私人市场的销售。“国车”的风采让到场的
嘉宾及媒体都倾心不已。

内外兼修
成就激荡时代的尊贵领袖
2015 款红旗 H7 由内而外散发的典雅

气度对“尊贵”进行了最好解读。 外观上，从
天安门的建筑艺术中获得灵感， 将中国古
代智慧和当代先进轿车设计理念相融合，
将老红旗的经典设计元素和现代工业科技
相融合，形成了局部和整体的统一。 新增摩

卡棕、深幽蓝、钛金灰三个全新色系，也为
用户提供丰富的选择。

同时，2015 款红旗 H7 继承了先天的
空间优势，超 5 米长的车身、2970mm 的轴
距，霸气十足。 并在保持适当车身比例的同
时，通过优化空间设计、合理机舱布局、调
整座椅设计等方式， 带来了同级别中领先
的空间体验。

这种从容不迫的尊贵感同样源自于
2015 款红旗 H7 的澎湃动力， 而这显然要
归功于其所搭载的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
及 3.0L 全铝 V6 发动机， 两款发动机均由
中国一汽自主完成设计与制造。 特别在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相配合下，新款红旗 H7
运转平顺、动力充沛，面对各种路况都能应
对自如。 同时，同国外多款高档轿车一样，
新红旗 H7 采用前置后驱的布置形式，配合
前双叉臂式独立悬架和后多连杆式独立悬
架，游刃有余的操控感油然而生！

匠心雕琢
镌书“人性化”深度关怀
打动人心的不仅在于大气的风度，更

来自于浓浓的人性关怀，2015 款红旗 H7
无处不在的细节之美也感染着驾驭者的品
位。 红旗 H7 以实际消费需求为考量，在配
置上进行了多项优化升级， 更加强调舒适

性和安全性。 新增的前排座椅通风功能，配
合原有的座椅加热功能和后排座椅按摩功
能，让乘坐的舒适感受进一步跃升；还有诸
如后化妆镜的结构形式及位置调整、 顶棚
拉手的结构优化， 以及对烟灰盒的材质及
造型调整等， 都在细节改变之中凸显了新
款红旗 H7 的人文精神。

同样，2015款红旗 H7在安全性上也坚
持以“人”为本。 其搭载的先进的 ANV主动
夜视系统、AFS智能转向系统、ACC主动巡
航控制系统、LDW车道偏离预警系统、FCW
前防撞预警系统以及前后 8 探头雷达等多
项科技装备， 可全方位守护驾乘人员安全。
与此同时，新款红旗 H7持续深耕安全细节，
如对于胎压报警、 倒车影像功能的优化，尤
其是对主动制动系统的优化，让驾乘者们可
以更加安心驾驭。 (谭遇祥)

红旗 H7“国车”风采来袭

新春季节万物勃发， 正是车主们自驾
出游沐浴春光的好时候。 为保障车主行车
安全，长安马自达“爱马进行时”春季活动
也在徐徐东风中如约而至。

检测礼———3 月 20 日 -5 月 15 日期
间，所有到店检查的车辆均免费，检测项目
包括：空调系统检测、其他系统检测（发动机、
底盘、制动、电控单元选择任意两项）；消费
空调系统杀菌清洗剂、 发动机润滑系统清洗

剂的客户，均可享受该项价格优惠 50元。
“荐”面礼———单车出游，哪有结伴而

行来的欢乐！ 活动期间，长安马自达将会向
老客户发出邀约， 邀请老客户和意向客户
一起回店参加“春季‘荐’面礼”活动，如果
意向客户的车型为 Mazda3� Axela 昂克赛
拉两厢车型， 或者 Mazda� CX-5 全系，那
么只要关注长马官方微信公众号（Maz-
da-C）， 老客户即可获赠防 PM2.5 空调滤

芯一个（数量有限，赠完即止）。
购车礼———长安马自达在节日期间还

有特别购车大礼， 老客户推荐的意向客户
若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前成功购买指定车
型，新老客户均可获赠奖励优惠：其中老客
户可获赠 500 元加油卡； 新客户的奖励更
为丰富，包括：1 年 2 万公里延保（全面关爱
套餐），整车质保延长至 4 年 12 万公里。

如果新车主是女性， 长安马自达会更

进一步将延保套餐升级为 2 年 5 万公里
（全面关爱套餐）， 整车质保延长至 5 年 15
万公里。 此外，到店消费的女性用户还可获
赠电影票两张（限量 1 万个客户， 先到先
得），院线大片，先睹为快。

除此之外， 还有更多豪礼等着你！
Mazda� CX-5 购全系车型赠 4999 元油卡，
贷款购车享 2 年 0 利息 0 手续费， 任意车
型置换可享最低 4000 元补贴，叠加优惠最
高可达 1.9 万元！ Mazda3� Axela昂克赛拉
1.5L 车型享 3000 元国家节能补贴， 全系
车型享 1 年 0 利息 0 手续费，置换 2.0L 可
享最低 3000 元补贴！ (谭遇祥)

长安马自达“爱马进行时”
路虎，路虎，恐怖的“拦路虎”

《天天 3·15》摘录 2015 年央视 3·15 晚会：

说起路虎揽胜极光车， 消费者用得最多的
词是“恐怖”。要么走在路上不动了，要么倒挡失
灵，全国类似案例不计其数，虽然这被诊断为变
速箱故障， 但部分车主说换了两次变速箱仍故
障频发。 路虎中国公司甚至将变速箱故障原因
直接推到用户身上，嫌车主开车太着急……

(谭遇祥)� � � �

天天 3·15

看巅峰杰座所向披靡， 论驾乘尽享谁
与争锋。3 月 21 日，在长沙松雅湖试驾基地
如期举行的全新 508 试驾会圆满落幕。 全
新 508 收放自如的“高效动力”、自由随心
的“智能驾控”和原汁原味的“全球设计”在
每一个自然流露的瞬间挥洒旗舰锋芒， 完
美诠释全新驾驭感受，演绎“彰驰有道，悦
我人生”的智慧哲学。

驾乘尽享 来自巅峰实力
高效动力：全新 508 全面搭载 1.8THP

与 1.6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两款发

动机均采用 Twin� scroll 双涡管单涡轮增
压、缸内高压直喷及 CVVT 可变气门正时
系统等核心技术， 几无延迟的动力响应，
1400~4000 转宽泛转速区间内的持续最大
扭矩输出，令驾驶感受焕然一新。 其搭载的
ST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在延续澎湃动
力的同时， 更显著提升燃油经济性， 最高
15%的节油效率使 1.8T 和 1.6T 的百公里
综合油耗分别仅为 6.9 升和 6.8 升，成就同
级最为经济环保的油耗和排放。

智能驾控：全新 508 搭载的 Blue-i 车
载互联系统提供全方位的移动互联服务，

让用车过程更为便捷、安全并且充满愉悦；
同级独有的彩色 HUD 平视显示系统充盈
了向前疾驰的信心； 智能无钥匙进入系统
和 i-Start 一键启动系统，演绎出便捷与未
来感的完美融合。

全球设计： 全新 508 运用标致家族最
新设计语言和“雄狮”仿生设计理念，彰显出
于优雅中蕴含力量的独特魅力。昂首站立的
狮标引人注目，一气呵成的车身曲线流光溢
彩， 光芒耀目的全 LED狮眼大灯和熏黑设
计的全 LED尾灯，配合 18英寸双色铝合金
轮毂，将艺术美感与工业美学全情呈现。

全系阵队 拉开新年第一惠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 东风标致拉开新

年第一惠。高性能欧系都市 SUV 新东风标
致 3008，“全能男神”新一代 408 等车型参
与现场限时团购。 东风标致厂家更是拿
出了十分诚意， 车型优惠让利的同时打出
了“滴滴打车，不如‘低低’买车”的金融政
策，超低首付，超低月供，首付 2 成起，最长
5 年分期，可再享受 2000-3000 元信贷补
贴，并提供了充沛的现车资源，满足长期关
注东风标致的准车主。 (谭遇祥)

东风标致 508试驾会圆满落幕

3 月 20 日，广汽丰田隆重发布旗舰车
型全新汉兰达(Highlander)，以全面超越期
待的“豪华大 7 座 SUV”魅力，重新定义大
中型 SUV�市场基准。

全新汉兰达演绎“精致豪华”新境界

全新汉兰达以“Beyond� Highlander

超越汉兰达”的理念开发而成，演绎“时尚
霸气、精致豪华”的新境界。

全新汉兰达采用丰田最新的“Sleek�
On� Strong 存劲于柔”设计理念，造型上威
武、阳刚而又精致、时尚，展现出“大汉柔
情”的新时代风格。 而在内部空间设计上，
全新汉兰达采用“Functional� Beauty 寓美

于能” 的开发理念， 把功能和美学完美融
合，豪华科技中控台、可开启式全景天窗、
超级中央扶手箱、8 英寸影音导航系统、独
立开启后车窗以及宽适、灵活的座椅组合，
配合 Spice� Color 温馨配色，营造出一个豪
华又实用、舒适又极具科技感的车厢。 与此
同时， 全新汉兰达通过对发动机和车身降
噪、优化空气动力学设计、大量使用吸音及
隔音材料等手段， 实现了同级车中一流的
静谧性。 这进一步提升了全新汉兰达的豪
华感。

“三双”科技
丰田全球首发 2.0T D-4ST 发动机

全新汉兰达在动力技术上实现了关键
的升级。 它率先采用丰田品牌全球最新、最
先进的 2.0T� D-4ST（双涡管涡轮增压直
喷发动机）发动机。 D-4ST 发动机汇聚“双
喷射”、“双涡管”、“双循环”三大核心科技。
作为当前发动机科技的集大成者，2.0T��
D-4ST 发动机堪称最高效、最平顺、最可

靠的涡轮增压机。 它和 6 前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完美匹配，实现了 162kW 的最大功率
和 350Nm 的峰值扭矩的动力输出，而百公
里综合工况油耗仅 8.2L，占据大中型 SUV
的节能制高点。

真正大 7 座
营造移动的“豪华大三房”

作为大中型 SUV 的领跑者，全新汉兰
达的车身长度比上代增加了 60mm， 宽度
增加了 15mm，使内厢可用空间得到延展，
再加上更优秀的空间利用率， 实现了比上
一代汉兰达以及所有竞品更为优裕的乘坐
空间。 在此基础上，全新汉兰达的每个座位
都经过了精心设计， 甚至为拥有更加出色
的乘坐舒适性而对底盘结构进行了优化。

全新汉兰达的第三排座椅， 相比上一
代车型宽度增加了 160mm，坐垫长度增加
110mm，无论腿部、头部，还是横向空间，都
完全是为成年人使用而设计的， 成就了真
正意义上的“大 7 座 SUV”。 （颜丹丹）

汉兰达重新定义“大 SUV”

全新汉兰达发布会现场

3 月 28 日， 广汽三菱劲炫和劲畅将在株
洲动力前线越野赛车场恭迎大驾， 诚邀各路
“吊炸天”的 SUV 英雄切磋越野技能，挑战各
类极限越野路况。 在这场对战巅峰的“比武”
中，如果挑战成功，除了能抱走 3000 元现金
大奖，相信你还能感受一把“会当凌绝顶，一
览众山小”的快意，找回自己心中久违的英雄
梦和激情！

本次活动将不限品牌和车型， 对等车型均
可自由挑战。只要是市场指导价 20 万以内、2.0
排量以下的原装量产承载式 SUV（以车辆合格
证登记参数为准），经报名确认后，就可和“擂
主”劲炫一起挑战各种极限路况。如果是市场指
导价 34 万元以内、3.0 排量以下的 SUV 量产
非改装车型， 那么， 欢迎和越野之王劲畅一起
“打怪升级”。参与者只需按试驾员开劲炫、劲畅
的示范动作， 驾驶自有车辆于 3 分钟内完成全
部指定试驾赛道及科目，即为挑战成功（每人仅
有 1 次挑战机会）。每款车型的第一个挑战成功
者将当场获得 3000 元奖金， 挑战失败者也能
获得丰厚礼品。

另外， 活动现场还将有专业赛车手为参赛
者提供全程指导，并为每位参赛者提供保险，各
位车主可以安心参赛， 在不断的交流切磋中检
验自己 SUV 的爬坡性能， 彻底释放内心的征
服欲望。

报名电话：4008816270
� � � � 活动地址：株洲动力前线越野赛车场（株洲
市天元区神农生态园） (谭遇祥）

霸蛮就来对战巅峰

完璧归赵
3 月 20 日， 李先生拨打鸿基公司服务电

话，感谢“的哥”将他遗失的价值 4 万元的物
品完璧归赵。 原来，3 月 18 日下午，李先生从
黄花机场乘坐了湘 AT5021 车到阳光 100。下
车时，不慎将行李箱遗留在“的士”的尾箱。 行
李箱内有国外带回的名表、西服、电脑等贵重
物品，价值 4 万多元。 在朋友的提醒下，李先
生拨打鸿基公司热线，联系上了当班驾驶员。
接到电话后， 驾驶员徐师傅第一时间将失物
送回。 李先生想以资感谢，却被婉言谢绝。 对
此李先生激动地表示，自己非常幸运，遇上了
雷锋式的好“的哥”。

优质服务
3 月 19 日早上，乘客陈先生一早就给鸿基

公司打来表扬电话，特别感谢湘 AT0678 出租
车司机范师傅的热心服务。 18 日晚上 10 点多，
陈先生因牙龈发炎，痛得无法入睡。 11 点多，陈
先生乘坐湘 AT0678 出租车前往医院看病。 转
了 7、8 个医院都没能看成病， 光找医院就花了
一个多小时，但是“的哥”范师傅没有放弃，最后
在四方坪桥下一个医院帮乘客买到了药。 陈先
生表示，这次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对“的哥”的
看法。黑心“的哥”的确是存在，但大部分“的哥”
还是非常热心的。

助人为乐
近日， 胡女士乘坐湘 AT0701 出租车从

洪山桥到五一路。 上车后，胡女士发现自己没
带钱包，只好抱歉地跟的士司机说，等到了目
的地后要朋友送钱来买单。 驾驶员二话没说，
将她送到了目的地，胡女士要司机等两分钟，
称朋友马上就过来， 但吴师傅说：“每个人都
会有难处的时候， 能在别人有难处的时候帮
助他人，是件很开心的事。 ”然后就开车走了。
下车后的胡女士心里过意不去，想着“的哥”
赚钱的不容易，为其行为真心感动，特打公司
电话对吴师傅表示感谢。

（谭遇祥）

长沙好“的哥”

3 月 22 日， 长沙河西汽车城二期进口
车四店开业(含一个综合展厅)，众多消费者
与省内主流汽车媒体记者一同见证了平行
进口车长沙上市！

为回馈广大车友，四店重磅推出了“港
口价，长沙提，三年质保，免费保养一年”优
惠举措， 此外在长沙河西汽车城内还推出
100 台特价车，限时抢购团购活动，参与品
牌涉及国产、合资、自主八大品牌，涵盖大
众、雪铁龙、标致、本田、日产、别克、雪佛
兰、启辰等。 参与品牌均给出了空前优惠，
除了特价车给出的现金优惠， 现场订车还
有多重惊喜让车友满载而归。

在活动现场， 兰天集团汤国华董事长
向广大的媒体朋友详细介绍了长沙河西汽
车城建设进度及未来规划， 并重点推荐了
平行进口车，所谓平行进口车，是指国内的
汽车贸易商直接到海外市场进行购买，并
引入中国销售的汽车。 由于这些车辆进口

渠道与国内授权的经销商进货渠道相“平
行”，因此称为平行进口车。 由于绕过了总
经销商、大区经销商、4S 店等环节，平行进
口车的售价一般比 4S 店的同款便宜 10%
至 25%。此外，一些海外新车尚未在中国上

市， 但平行进口车经销商能自由在海外采
购后，再运至国内销售，满足了部分消费者

“尝鲜”的需求，而且省去了不少提车等待
时间。

随着国家政策的出台，长期处于“灰色

地带” 的平行进口汽车终于有了正式“名
分”。 河西汽车城便是全国首创的平行进口
车（丰田、路虎、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
专卖。 平行进口车最大的优势就是便宜，但
是最大的隐患就是售后维修保养的问题。
河西汽车城推出的“三年质保，免费保养一
年” 可谓是解除了平行进口车爱好者的后
顾之忧。

长沙河西汽车城平行进口车四家专营
店的开业，仅仅是一个开始，后续在长沙河
西汽车城内还将不断有新品牌、 新专营店
开门纳客， 给与消费者购车更多选择。 据
悉，长沙河西汽车城除汽车品牌专营店外，
还将开设二手车展厅及专业的汽车试乘试
驾场地、 为广大车主提供丰富多彩的有车
生活。

长沙汽车消费市场新一极已初见雏
形，相信不久之后，长沙河西汽车城定会成
为广大车友购车首选地。

长沙河西汽车城平行进口车四店开业
谭遇祥

河西汽车城平行进口车四店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