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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湖南车展日前开幕， 广汽三菱充
分发挥主场优势强势参展，不仅带来了重磅
车型全新劲炫， 同时正式宣布与优步
（Uber）长沙达成战略合作，并且发布认证二
手车品牌。全新车型上市，全新战略合作，全
新服务升级等多项举措，让广汽三菱成为车
展的焦点之一，也为后续布局湖南及全国市
场提供了强力保障。

全新劲炫上市

定义城市 SUV“偶像实力派”
新劲炫自上市以来，以专业的产品实力

赢得消费者和媒体广泛认可， 已走进 10 余
万车主生活之中。 其搭载了原装进口 2.0L�
MIVEC 发动机和第三代 INVECS� CVT 无
极变速器的动力系统， 更有专业 SUV 底盘

加码，拥有超越同级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
上树立起鲜明的“专业 SUV”金字招牌。

本次亮相的全新劲炫定位“高性能都市
SUV”，在延续产品高性能和高品质的同时，
迎合消费者升级化的需求，实现外观配置全
面革新。 外观上，全新劲炫采用三菱最新的
Dynamic� Shield 设计语言， 前脸呈现为 X
造型，加上犀利的鹰眼大灯，更显霸气十足。
与 17 寸抛光雪花造型轮圈搭配， 整车看起
来更年轻炫酷，再度刷新 SUV 颜值新高度。

在配置上， 全新劲炫搭载同级最大的
10.1英寸 DA系统， 豪华视觉享受变得触手
可及。 除雾式折叠电动后视镜带转向灯与倒
车雷达的配合，一键启动及智能钥匙功能，主
驾席加热和 8向电动调节功能的配备， 更让
科技感爆棚。全新的前脸造型、潮流的科技配

置和专业性不改的产品性能， 让全新劲炫成
为城市 SUV市场名副其实的“偶像实力派”。

全新战略合作

共建“互联网+”时代经济出行
借全新劲炫上市的良好势头，广汽三菱

正式宣布与优步（Uber）长沙达成战略合作，
开启全新“互联网 + 汽车”的体验式营销模
式。 5 月 1 日 -6 月 30 日期间，凡在长沙地
区优步平台成功预约乘坐广汽三菱全新劲
炫的客户，将享受前 1 万单全部免费的优惠
惊喜大礼。

实际上，在优步（Uber）长沙现有平台上
就有不少车主驾驶的广汽三菱 SUV， 为长
沙人民的出行提供便利。随着广汽三菱与优
步深入合作，城市中将涌现更多驾驶广汽三
菱的优步司机，也将有更多的优步用户体验
到广汽三菱 SUV 的专业产品力。未来，双方
将围绕新车销售、试乘试驾以及系列优惠促
销活动开展合作，充分发挥各自专业领域的
优势、资源共享、强强联手，为广大消费者提
供一个更加经济、便捷、愉悦的出行服务平
台。

全新服务升级

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购车体验
在本届车展上，广汽三菱正式发布认证

二手车品牌，同时现场颁布了授权牌，这也
标志着广汽三菱全国认证二手车业务在湖
南地区正式拉开帷幕，将持续秉承着“专业、
诚信”的服务理念，为更多消费者提供“愉
悦、安心”的一站式购车体验。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二手车交易
也开始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截至目前，二手
车的交易比例已达新车的 1/4。 同时，二手

车市场也存在诚信
缺失、 信息不透明、标
准不统一、收费不合理
等很多不规范之处，使消
费者对二手车市场缺乏信
心。 基于这一洞察，广汽三菱
推出的二手车认证产品，将给消
费者提供有保障的品质把控。 多达
130 项严格检验标准确保每一台认证二手
车车况优良，1 年 /2 万公里的延保服务将为
新车主提供更多安全保障。

此次湖南车展，广汽三菱以新产品、新
战略、新服务多项举措焕新登场，以创新超
越之势， 全面构建在湖南主场的核心竞争
力。 乘着 SUV 市场快速增长的东风，面向

2016 年， 广汽三菱即将迈向发展新台阶，
必将助推其销量再攀新高， 为广大消费者
带来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更完善的服务。

（谭遇祥）

广汽三菱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977-3030

广汽三菱“组合拳”出击
实力新车 +体验式营销 +发力二手车

5 月 6 日，长沙市望城区首个道路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正式运行，开始受理
符合条件的交通事故的定损、 定责和处理。
望城车主将在永通河西汽车城内就能享受
便捷服务， 而望城快处快赔中心的入驻，也
为永通河西汽车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设施完备 便捷服务车主
望城区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

心位于金星大道与永通大道交叉路口的永

通河西汽车城内。业务受理范围为潇湘北路
（以西）、沩水桥（以南）、黄桥大道（以东），岳
麓区（以北）交界合围的望城区域内发生的
机动车之间无人员伤亡、 仅造成车辆损失、
且单方面车辆损失不超过 5 万元、车辆均能
自行驶离现场的交通事故， 进行快速处理、
定损和理赔。

目前， 望城快处快赔中心驻有 4名交警
和 7家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对外服务的时间
为 8：30-12：00、13：30-19：00，节假日为 9：

00-12：00、13：30 至 17：00。 对于符合快处
快赔的交通事故， 双方当事人现场多角度拍
摄照片、固定证据、交换证件后，携带驾驶证、
车辆行驶证、 保险凭证和现场相片驾车共同
前往望城快处快赔中心处理。

随着望城区快处快赔点的成立，长沙全
市已有 13 家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点。
2011 年到 2015 年 12 月 30 日，长沙各快处
快赔点共处理交通事故 36.5 万起， 目前平
均每天处理 350 起。

精品战略 想车友之所想
目前，保时捷、奥迪、一汽 -大众、上汽大

众、一汽丰田、别克等品牌均已入驻永通河西
汽车城， 还将建设一个中南地区最大的二手
车交易市场。 此次望城快处快赔中心入驻，为
其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个涵盖汽车销售
及汽车后市场的精品汽车城地位凸显。

望城车主万一碰到轻微事故，也可以按
照快处快赔的程序携带证件前来处理，不必
再花费大量时间跑到更远的地方。望城区公
安局交警大队大队长胡鑫介绍，服务中心的
运行有效缓解了望城交通出警压力，也节约
了群众的时间成本。为车友着想，永不止步，
在秉承“专业于车，专注于人，专诚于心”的
理念下，永通人时刻秉承感恩之心，将用最
优质的产品和最用心的服务回馈消费者。

(谭遇祥)

“铁将军胎压产品潇湘行”2016 湖南
省汽车服务业文化节日前在长沙融程花
园酒店举行。 参与此次文化节的有湖南
省汽车服务精英会长单位、 全省轮胎专
业公司和专业店，包括三马、奇能、湘沪、
紫薇、国合、鹏驰、威固、佳友、伊爱等在
全国服务连锁享有盛誉的优秀综合企
业，米其林、固特异、韩泰、马牌、玛吉斯、
正泰、邓禄仆、普利司通、锦湖、玲珑、好

运等轮胎品牌单位。
活动当天还举行了湖南省汽车服务业

商会工作会议暨三届二次会员大会， 增补
副会长，通报商会工作，并对全省 14 个市
州优秀轮胎企业、优秀汽车服务店、优秀汽
车电器门店、 汽车服务诚信单位进行了表
彰。 主题为“如何在新经济形势下做生意，
企业管理文化与企业效益提升” 的行业培
训讲座也同期举行。 （谭遇祥）

望城车主福音
永通河西汽车城首家快处快赔中心运行

位于永通河西汽车城内的望城区首个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 谭遇祥 摄

胆识、创新、自信、掌控，这是新途锐耀越版的
品格， 更是时代精英的标签。 “为时代精英而生”
2016 新途锐耀越版试驾体验活动日前在风光绚丽
的云南香格里拉成功举办。

香格里拉夹杂着炮弹坑、交叉轴、双边桥的荒
野路在雨天变得泥泞，这是检验 SUV 性能最佳的
试验场。 对新途锐而言，即便陷进泥泞，在强大动
力和全时四驱的介入下，也总能轻松驶出。 在坡度
较陡的坑洼地， 途锐的电子差速锁和托森式中央
差速器紧密协作，将动力按需分配到每个车轮上，
一秒内多次动力自动分配的功能确保其拥有足够
的牵引力、抓地力及攀爬能力。

新途锐耀越版内敛、优雅、沉稳、安全，就如同
一位成功优雅的时代精英人士。 自上市以来，新途
锐耀越版便以直面挑战的品格特性、76.9 万元的
诚意售价以及极高的二手车市场保值率， 打动着
每一位时代精英的心。 （谭遇祥）

2016 新途锐耀越版香格里拉试驾活动。 （资料图片）

静谧胜地体验新途锐

2016 湖南省汽车服务业文化节在长沙融程花园酒店举行。 谭遇祥 摄

汽车服务业翘楚显风采

“中部第一车展”———2016 湖南车
展，5 月 5 日 -5 月 9 日在湖南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 本届车展集中了近百个品牌
的 600 多辆展车， 刚刚在北京车展亮相
的部分全球、国内首发新车，集体移师湖
南车展。其中，40 多款刚刚在北京车展推
出的最新车型， 在本届车展上进行中南
地区的首秀，众多世界顶级豪华品牌，也
都带来了最新车型参展。

车展组委会携湖南九大汽车经销集
团和广大参展厂商， 在本届车展上推出
了前所未有的车展购车钜惠。 其中，特供
车展的 5000 辆“特惠车”，总让利超过亿
元。 本届湖南车展上，众多汽车厂家也为
车展量身定制了众多专属优惠政策，众
多超值高性价比的精品新车、 畅销车型
和最新款车型，都以空前的优惠力度，提
供给车展的消费者。 （谭遇祥）

湖南车展 让利超亿元

广汽三菱全新劲炫亮相湖南车展。 谭遇祥 摄

广汽三菱宣布与优步（Uber）长沙达成战略合作。 谭遇祥 摄

广汽三菱正式发布认证二
手车品牌。 谭遇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