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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赛车场引擎轰鸣，热闹非凡，广汽三菱劲
炫 & 劲畅“对战巅峰，等你来较劲”活动隆
重开启。 活动吸引了来自长株潭及其周边
地区的数十台各品牌 SUV 参加。

翻过陡坡从不掉沟，霸蛮“炫畅”示范
神了！

活动选在专业试驾场举行， 整个赛道
由专业试驾工程师和赛车手用心设计而
成，囊括涉水坑、驼峰坡、陡坡等各种 SUV
越野时经常会遇到的地形。

“嗡———”伴随一声浑厚的引擎鸣响，
劲炫像铆足了劲的野兽一样冲向了陡坡，
继而蜻蜓点水般趟过沙坑、 掠过侧坡……
不到 3 分钟时间， 劲炫便已完成了所有挑
战。 全程看下来，劲炫用灵巧的身姿划出一
条流畅曲线，几乎没有停顿，其间的提速变
速也让人浑然不觉， 直叫人佩服它的充沛
动力和完美操控。

和劲炫的灵巧不同， 劲畅在另一条赛
道上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从爬坡到交叉轴、
沙坑、深沟、侧坡，再到炮弹坑，在超选四驱

系统、非承载式车身、达喀尔冠军底盘、高
离去角接近角、适合越野的悬挂装置（前双
横臂 + 后三连杆螺旋弹簧式） 以及充沛的
三菱动力等独门越野法宝的支持下， 劲畅
带着王者风范一路沉稳向前，潇洒通过，更
展现出一种霸气侧露的王者风范。

内功不够爬坡难受，差一点都不行！
劲炫和劲畅的第一把火烧得各路“霸

蛮”好汉摩拳擦掌轮番上阵，向两位擂主发
起重重挑战。 然而，尽管使出了看家本领，
驾驶着逍客、 途观、 酷威、 野帝其他品牌
SUV 的越野爱好者们要么爬不上坡，要么
底盘被驼峰托住……最后无不遗憾地从退
场赛道离开。

现场教练介绍说，想要成功征服“对战
巅峰”的高难度赛道，至少需要三大“秘笈”。
首先底盘的通过性好。 底盘够高，接近角、
离去角、最小离地间隙等参数达标，才不会
在爬坡时出现刮擦或“骑虎难下”；其次，动
力和操控要给力， 因为整个赛道集合各种
路况，没有充沛的动力连坡都上不去，而流
畅的操控则能保证车辆迅速实现变速，从

容对付路况突变，还不耽误时间；最后，四驱
功能也很重要。 有些车辆在爬坡时容易出
现前轮悬空打滑现象，这是因为爬坡中车辆

重量大部分都压在后轮上，低速时前轮扭矩
不足。此时，四驱系统介入，为前后轮分配合
适比例的扭矩则能解决问题。

劲炫 &劲畅演绎最强越野风
谭遇祥

要问今年最火的“官方采购指定用车”
是谁？非上汽大通全领域 MPV� G10 莫属。
3 月 28 日上汽大通 G10� 2.4L 在张家界上
市，除了“最火官方采购指定用车”，G10 还
拥有一个更为耀眼的光环———“国宾车”，
两重光环相互辉印， 足以表明 G10 这款
“引领中国未来 MPV 黄金十年”的中高端
MPV 的强大产品实力。

“国宾车”兼具“性价比最高”优势
此次在张家界上市的 G10� 2.4L 车型

不仅沿袭了原有 G10� 2.0T� 车型“前瞻设
计、澎湃动力、舒享空间、全面安全、人性科
技”的五大产品亮点，更突出了“应用范围
最广、性价比最高”两大优势。 尤其是其发
动机适应性强、 灵活配置选配和多种座椅
排布等产品优势， 更使得 G10� 2.4L 成为

全领域 MPV 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产品。
该款车型搭载 2.4L 发动机， 最大功率
105kW，最大扭矩 210Nm，强劲动力兼顾
超低油耗，百公里油耗仅 10.2L，同时，它
适应性强、维修成本低、耐用性好，能为用
户带来更多使用过程中的便利；在配置上，
G10� 2.4L 车型还具有同类车型无法比拟
的定制化优势， 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求对
车辆的配置进行自由选配，如 ESP、全景

天窗、真皮座椅、单天窗等，而这些都是其
他同类 2.4L 版本车型所无法选配、消费者
无法享受到的体验；在空间和座位上，G10�
2.4L 可谓将大空间和灵活性发挥到极致，
具有 7、9、10 座三种座位排布方式，7 座可
用于商务租赁和家庭用车，9 座、10 座可
用于旅游客运，10 座可用于商务接待并兼
顾载货等公司多用途， 满足了公商务用途
和家用等全领域用车需求。 （谭遇祥）

上汽大通MPV� G10火热上市

3 月 25 日，以“致·新境界”为主题的东风风
神 L60 上市发布会在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发
布会当晚众星云集，颜值爆表，L60 代言人、金马
影帝刘烨携夫人安娜亲临现场助阵。 现场浓郁的
法式浪漫气息， 诸多融合时尚与科技的表演，让
观众置身于一场中法融合的顶级视觉盛宴之中。
当晚最耀眼的明星东风风神 L60，无论是新车亮
相还是 T 台秀，都呈现出高贵典雅之势，让现场
观众充分领略到了这款全球智慧精品车型的独
特魅力。 L60 的价格最终锁定在 8.97-12.97 万
元。

作为东风风神 L 系列的首款产品，东风风神
L60 拥有欧洲品质、全球标准，开启了东风风神

“A+L 双线并进” 的新格局；1.8L 和 1.6L“双爆
品”车型引领同级，塑造标杆。“双线双爆品”的组
合将全面助力东风风神品牌向上，为东风风神加
速向主力军迈进注入强劲动力。 同时，作为全球
价值链大协同的代表性作品，东风风神 L60 实现
了从研发到采购、制造、市场营销等多方面的协
同创新，产品力完全接轨国际，开创了东风大自
主事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东风大自主事业迎来
一个崭新的时代。

(颜丹丹)

提到小排量， 或许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省
油， 然后会质疑小排量的车的速度？ 在以往看
来，小排量往往代表着价格低廉、配置简陋、安
全系数较差的微型车。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科技
不断进步，小排量已经不单是省油的代名词，高
性能、 低排放的小排量发动机已经不断投入到
新车型产品中， 小排量已经成为未来汽车发展
的引领者。

本次即将在 2015 年上海车展首次亮相东风
雪铁龙 C4L� 1.2T 车型， 堪称小排量代表。 搭载
1.2THP发动机由 PSA集业界汽油机最先进技术
研发的全新产品，并根据国内用车环境及各项指标
进行了严格调校及论证， 最大功率可达 100Kw，

最大扭矩可达 230Nm，这样的性能表现应该说已
经赶超了 2.0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性能水平。

油耗方面，根据工信部所给到的数据显示，东
风雪铁龙 C4L� 1.2T 车型的城市工况综合油耗在
5.4L/100KM，这一方面得益于其全铝合金的轻量
化设计， 同时也离不开其高达 200Bar 的高压燃
油喷射压力以及缸内三次喷油技术， 能够实现类
似分层燃烧技术，以最少的燃油达到燃烧的目的，
从而在提升动力性能的同时降低燃油消耗。

东风雪铁龙 C4L� 1.2THP 全系标配 ST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能够在不改变用户驾驶习
惯的同时，能够有效降低车辆因怠速而产生的燃
油消耗和 PM2.5 排放量。 （谭遇祥）

挽回损失 2 万多
3 月 23 日上午， 纪先生在解放路的省人

民医院乘坐湘 A.T5099 出租车到汽车东站
下车。 由于时间匆忙，不慎将行李箱遗忘在了
车后座。 经过多方打听，纪先生联系到鸿基客
服，客服又与驾驶员取得联系。 当班驾驶员彭
杰仁师傅表示，已将包裹存放到后备箱，并准
备稍后交到公司。 接到客服电话后，彭师傅联
系乘客将包裹送还给了纪先生。 为此纪先生
再次致电鸿基客服， 感谢湘 AT5099 出租车
驾驶员为他送回来遗失的包裹， 挽回经济损
失 2 万多元。

失踪老人遇“雷锋”
3 月 18 日，鸿基公司客服部接待了市民皮

女士，她送上“雷锋的哥，无私救助”的锦旗及
一只保温杯表示对的哥刘四龙的感谢。

原来 17 日晚上， 皮嗲嗲出门散步后一直
未归。 因老人不熟路况，且患有轻度老年痴呆
症，家人非常担心。 四处寻找，并报了警，同时
拨打湖南交通频道电话求助。

18 日上午 10 点左右，“的哥”刘四龙驾驶
湘 AT9389 车听到广播里的寻人启事，便多了
一份留意。 在经过马王堆陶瓷城时，发现路边
一老人，四处张望，疑似广播里寻找的老人，便
立马下车询问……刘师傅拨打交通频道电话，
取得了皮嗲嗲女儿的联系方式。 得到证实正是
失踪了一晚的皮嗲嗲后，将其送回了家。

帮人所帮暖人心
3 月 29 日， 余同学乘坐湘 AT4835 出租

车去往怡海新城，上车后，她发现没有带钱包，
只好尴尬地告诉的士司机实际情况，她原以为
司机会叫她下车。 但“的哥”伍师傅表示“谁都
有需要理解和帮助的时候，免费送余同学到目
的地”。 到达目的地后，余同学表示碰上这么好
心的“的哥”很难得。 感谢他急人所急、帮人所
帮，作为一个外地求学的学生感到特别温暖。

（谭遇祥）

东风雪铁龙 C4L� 1.2T不止是省油

东风风神 L60 典雅上市

3 月 28 日，马自达“越己心旅程”国内长距
离试驾第四站在兰州圆满结束。 本站试驾从西安
出发，经天水至兰州收官，行程约 750 公里。为期
两天的第四站试驾征程中，马自达“越己”车队深
入中国西北，在黄河沿线壮阔景观中留下驰骋而
过的身影。

“越己心旅程”第四站的首天行程是由西安
到天水，27 日中午，马自达车队一行来到了西北
名城天水，领略中国四大石窟之一麦积山石窟的
壮丽。 沿途奇山、秀水、绿树、野花相映，初春时节
涉足其间，确有身临仙境之感。

领略了天水麦积山独具西北风貌的壮丽景
色之后，28 日一早，马自达“越己心旅程”试驾车
队又踏上了奔赴兰州的第二段行程，并于下午驶
入“黄河之城”兰州。 蜿蜒险峻的山路带给试驾车
队别样刺激的挑战， 而在黄河沿线景观中驰骋，
更是让车队的每一个成员都深刻感受着母亲河
对生命的灌溉滋养。

发展高效节能动力，即是关爱自然、珍视生
命之源。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车企，
马自达汽车始终秉承兼顾高效动力和安全环保
的技术发展方向，以营造绿色汽车生活的社会责
任为己任。“越己心旅程”试驾活动中“创驰蓝天”
技术车型所展现出的高效低耗，不仅是马自达不
断超越自己，在汽车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也是
马自达品牌在节能环保之路上的至诚努力与践
行。 （颜丹丹）

马自达“越己心旅程”

长沙好“的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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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米其林旗下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驰加在天猫商城上的“米其林驰加天猫官
方旗舰店”正式上线，这是继去年 12 月驰
加零售网站（shop.tyreplus.cn）上线以来，
米其林在创新服务方面的又一里程碑事
件。 这标志着米其林向汽车售后服务市场
正式推出驰加 O2O 解决方案（online� to�
offline� Solution， 线上线下一体化解决方
案）。

便捷的线上选购模式
借助线上驰加零售网络平台， 驰加

O2O 解决方案通过简单易查、具备多种参
数的轮胎搜索器和便捷的支付系统，为消

费者提供更便捷、快速的轮胎选购服务。
在驰加零售网络平台的轮胎搜索器

上，消费者可按车型或按轮胎尺寸，快速
地找到与其车辆相适配的轮胎花纹和型
号，并查看产品的详细技术特点等。 选购
适合的轮胎产品后， 其可根据门店距离、
用户评价、星级评定等标准，选择合适的
线下门店进行免费轮胎安装。 此外，该平
台支持电脑端与手机端两种操作模式，消
费者可随时随地查找轮胎，并通过支付宝
或网银进行网上支付。

值得信赖的线下服务
线下服务是打造驰加优质消费者体

验的最重要一环， 驰加 O2O 解决方案依
托驰加强大的线下门店网络、快速顾客身
份辨识及标准化服务流程，打造线上线下
全网融合，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专业化
的服务。 车主体验驰加标准化服务后，驰
加热线将不定期以电话回访的形式跟踪
其消费体验，以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驰加始终重视培育高素质人才，不仅
启动校企合作项目，从汽修学校定向引入
对口人才，更通过驰加零售学院、驰加“蓝
领英雄”技能比武大赛等平台进一步提升
技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今年驰加比武主
题是“人的力量”，足以证明其对技术服务
水准的严格要求。 （颜丹丹）

驰加 O2O解决方案正式推出
米其林打造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体化消费体验

驰加 O2O 解决方案推出媒体沟通会
暨第五届驰加“蓝领英雄”全国技能比武大
赛颁奖典礼现场。

3 月 28 日，2015 年锦湖轮胎 KP
店政策及产品说明会顺利召开。 会议现
场锦湖轮胎高管与分销商一起分享了
2014 年的累累硕果，并介绍了 2015 年
锦湖轮胎在取得更大销售业绩方面的
决心和执行方案。

作为一个在中国拥有近 5000 家
零售商的轮胎巨头。2014 年，锦湖轮胎
通过进一步完善流通布局， 积极为中
国车主提供全面贴心的细致服务，在
RE 零售市场和 OE 配套市场方面都
取得了耀目成绩。 凭借先进的“全国销

售机构 + 流通店面管理 + 车驿站开
发”模式，有力地确保了销售流通领域
的畅通。 与汽车品牌强强联手，原有的
配套厂家不断加大订单， 配套数量节
节攀升， 且受到了多家高端汽车品牌
的青睐，为宝马、奔驰、克莱斯勒等豪
华车提供原配轮胎。

为了提升品牌竞争力，2014 年锦湖
轮胎邀请高球女子冠军冯珊珊作为锦
湖 形 象 代 言 人 ；7 月 份 开 始 执 行
sell-out 支援政策，8 月全新推出欧洲
品质的 HS81/HS61/HS21 新产品，10

月份重磅推出明星长腿“欧巴”李敏镐
和“小龙女”刘亦菲成为锦湖轮胎的形
象代言人……体育营销战略结合精准
产品定位，迅速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2015 年， 为进一步占据中国市场，
锦湖轮胎强化品牌和产品竞争力、 完善
品质检验程序、扩大流通网络建设、壮大
自身团队素质， 四大中国市场营销战略
全面铺开，同时还将在产品质量、价格优
势、售后等各方面做更多的尝试，将为消
费者带来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为代理
商创造更大的发展机会。 （谭遇祥）

锦湖轮胎产品说明会召开

2015 年锦湖轮胎 KP 店政策及产品说明会现场。

东风雪铁龙 C4L 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