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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瞩目的 2016 年度 CTCC（中国
房车锦标赛） 日前在江苏万驰国际赛车
场拉开战幕。 在去年 CTCC 赛场上大放
异彩的广汽丰田 YARiS� L 致炫车队，今
年再次强势出征 2016 年度赛事。实力悍
将刘洋首战即勇夺中国杯组第二回合车
手冠军，车队同时夺得第二回合“厂商”
杯冠军，为新赛季取得开门红。

无惧挑战 首战“开门红”
南京站虽然是一个全新的站点，但

对于身经百战的广汽丰田 YARiS� L 致
炫车队来说，这点挑战也不足为惧。南京
的这条赛道整体造型呈“F”字型，单圈长
度为 2014 米，大直道全长 526.2 米。 赛
道宽度在 9 米 -24 米之间，平均宽度为
16.5 米，8 处左转弯道及 4 处右转弯道。
赛道采用逆时针方向行驶， 拥有 4 种组
合 方 式 ，T2 弯 道 为 360° 发 卡 弯 ，
T7-T10 弯道为特色漂移弯，集挑战性、
观赏性、趣味性于一体，可以说是目前江
苏南京最为专业的赛道。

今年赛事增加了新规则， 为进一步
提高观众参与度， 赛会还史无前例的尝
试投票排位法，即开放投票，结果掌握在
车迷手里。为了拿到更好的名次和积分，
所有的车手拼抢都更加激烈， 每一个可
能超车的位置都竭尽全力。

原装致炫具有轻量化的车身、 全新
的动力系统、出色的操控性及高安全性，
使其极具改装潜能。 本身拥有超越同级

的澎湃动力、 扎实底盘以及灵活操控等
性能优势，并凭借车手的出色发挥，致炫
车队以一座车手冠军奖杯和“厂商”冠军
奖杯的战绩结束南京站征程。

强强联手 致炫如虎添翼
定位年轻时尚的 YARiS� L致炫在近

年各大国内赛事中，表现相当活跃。 正因
如此，成功吸引了一大批“85后炫粉”。 今
年，广汽丰田雷凌双擎和凯美瑞双擎更成
为 CTCC官方安全车，为赛事保驾护航。

今年为了进一步提升战车实力，致
炫车队与拥有丰富赛车开发实力的
TRT 开展合作，除了为致炫开发赛车部
件，更是派技术专家驻场，赛前根据赛道
特点、车手技术特点、天气情况等对每一
台赛车精细调校。 从而使致炫赛车如虎
添翼、所向披靡。

随着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南京
站的尘埃落地， 第二站赛事将于 6 月 5
日在珠海国际赛车场举行。 广汽丰田
YARiS� L 致炫车队将全力出击，再创佳
绩。 （谭遇祥）

谭遇祥 邹丁珊

“涓涓细流汇成大海”，国家大力倡导
“一带一路”战略，地方政府和企业积极响
应，在“一带一路”这个大战略中找到振兴
的新支点，既为自身发展增添动力，又有助
于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

5 月 30 日， 备受期待的广汽三菱丝绸
之路“敦煌驿站”开幕式在敦煌月牙泉小镇
隆重举行， 作为广汽三菱丝路文化推广的

战略先锋， 敦煌驿站将通过专业的产品实
力与服务，打造丝路主题顶级文化体验，充
分履行“丝路使者”的重要使命，打造特色
丝路体验计划， 以体验式营销促成交双擎
营销模式深度开展。

驿站文明薪火相传
丝路印记越走越深

广汽三菱作为首家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 政策的车企， 与陕西卫视强强联合，

2014 年共同打造了大型人文历史穿越全媒
体系列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以“零故障
率”的优异表现走完 1.5 万公里丝绸之路全
程。 2015 年， 广汽三菱与陕西卫视再次携
手， 打造了国内首档生存挑战真人秀节
目———丝绸之路万里行第二季， 节目还荣
获国家广电总局授予的 2015 年度创新创
优电视节目奖。

广汽三菱丝绸之路敦煌驿站， 是广汽
三菱在传承中国千年旅途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的丰富和创新。 敦煌驿站的开幕，将
为旅客和自驾游车主提供全方位的敦煌旅
行咨询和贴心服务，以切实的产品体验，深
化广汽三菱“SUV 世家”品牌文化，将丝路
印记越走越深。

古有“悬泉置”，今有广汽三菱“敦煌
驿站”。“敦煌驿站”项目旨在重塑汉唐年
间敦煌地区最有名的驿站———“悬泉置”
文化的魅力，让更多人体验千年驿站文化
的精髓，对丝绸之路有更深刻的理解。 为
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敦煌丝路风情，广汽
三菱再次大胆创新，倾力打造业内首家以
丝绸之路 为 主 题 的 汽 车 厂 商 体 验 平
台———广汽三菱丝绸之路“敦煌驿站”。 驿
站为广大消费者提供集丝路文化体验、
SUV 试驾、车主服务、旅游指引等功能于
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将其打造成为集自
驾、旅游景点、信息咨询、行程规划为一体
的敦煌旅游名片。

敦煌驿站“烽烟”起
开创文化旅游新境界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下，敦煌大力
推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必玩项
目、必游线路、必购商品”，全力推动服务业
快速健康发展； 加强线上线下旅游产品营
销， 全面提升敦煌文化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今年第一季度，敦煌市旅游接待
人数 94.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8%；实现
旅游收入 9.23 亿元，同比增长 23.46%。 暑
假即将到来，也必将会再度迎来“丝路”旅

游热。 广汽三菱“敦煌驿站”项目选择在此
时启动，无疑将为敦煌旅游注入更多活力。

据悉，为了更好地传承古“悬泉置”驿
站文化精髓， 广汽三菱立志打造“敦煌驿
站”体验营，创新体验式营销新模式，承担
起丝绸之路文化宣传推广， 广汽三菱菱云
汇代理人招募等多项任务。 以数字营销为
手段，通过敦煌驿站的运营，对体验式营销
进行经典诠释； 以汽车厂商体验一站式平
台的新模式， 将广汽三菱塑造为丝路自驾
游首选车第一品牌。

目前，“丝绸之路敦煌驿站” 主要分为
月牙泉小镇广汽三菱展厅、 鸣泉山庄试乘
试驾专区两个板块， 其功能布局主要体现
在车主驿站、试乘试驾、品牌展示和代理人
驿站四个方面。 通过两大板块、四个方面的
有机结合来实现广汽三菱丝绸之路活动品
牌落地。 并针对车主、游客和代理人来调动
广汽三菱品牌好感度和活跃度， 以此来营
造和提升“自驾游首选车”形象。

据介绍， 进入广汽三菱丝绸之路敦煌
驿站的游客， 除了能够享受免费的茶水和
旅游咨询服务， 更有机会和广汽三菱专业
SUV 一起体验鸣沙山的越野激情。

体验式营销重拳出击
“SUV 世家”形象升级

广汽三菱一脉相承三菱汽车的百年家

族 SUV 技术，以“SUV 世家”跻身中国车市
新生代；以广汽集团为发展的强大后盾，融
合“至精志广”的广汽品牌理念，创造了富
有生机、蓬勃前行的“SUV 世家”。进口三菱
收购的完成， 品牌形象的统一打造， 将为
“SUV 世家”———广汽三菱注入二次腾飞的
强大驱动力。

其中引人关注的是针对更为年轻化购
车人群打造的全新劲炫焕新来袭， 使得广
汽三菱产品阵营进一步扩充， 战斗力大幅
提升。 全新劲炫继续承接百年三菱汽车
SUV 核心技术与广汽集团精湛造车工艺，
重新定义城市 SUV 新“驾”值。 敦煌地区有
沙漠、绿洲、戈壁等复杂地貌，景色秀美，是
验证“SUV 世家”车辆品质的绝佳场地。 通
过“敦煌驿站”的专业试驾服务、自驾游项
目等，创造性地汇聚各方资源，以创新的体
验营销模式为旅行者和越野爱好者呈现一
场 SUV 世家的越野盛宴。

达喀尔赛道归来， 千年敦煌驿道起
步。 历经沧桑的敦煌旅途文化，在“一带一
路” 战略下正在铸就新的光荣与梦想，广
汽三菱将立足时代发展的契机，通过“敦
煌驿站”的创新性尝试，助力品牌的发展
和腾飞，让人们在体验敦煌漫漫黄沙苍茫
大漠之余， 感受到真正的百年 SUV 鼻祖
精神传承，不断地为新丝绸之路的崛起贡
献一份力量。

“贷款买车”已成为当下车市的潮流，有
数据表明，2015 年“85 后” 贷款买车将近
100 万辆，增速是全款买车的一倍。 为让更
多年轻消费者早日开上自己的爱车， 即日
起至 6 月 30 日，广汽三菱联合广汽汇理推
出了“新有 0 息”全新劲炫专属金融政策，
为消费者带来更为人性化的愉悦购车体验。

2 证申请享 2 年零利率
拯救“怕麻烦综合症”

对于都市年轻一族，贷款购车过程中，
繁复的申请资料及流程无疑让他们头疼。
广汽三菱从消费者角度出发， 推出购买全
新劲炫即可享受“新有 0 息”金融政策，贷
款流程简单便捷，仅需身份证和驾驶证即可
享受 2 年零利率的贷款优惠，最快 15 分钟
即可解决问题。 以指导价 149800 元的全新
劲炫领航版为例，贷款购车可享 24 个月零
利息优惠，相当于获得高达 6000 元的信贷
补贴，将全新劲炫轻松“贷”回家。

免费差额保全服务
全新劲炫身价永不跌

出行在外车辆难免遇到磕磕碰碰，各种
“马路杀手”更是防不胜防。 虽然事后能从
保险公司获得机动车辆保险全损赔偿，但仍
需承担由于车辆价值折旧所带来的损失，眼
瞅着自己的爱车“身价”下跌，定会感到痛
心。 广汽汇理差额保全服务首创性地解决
了这个痛点，为新车保“价”护航，车主除了
获得保险全损赔偿外还可获得折旧差额保

全补贴： 贷款车辆差额保全补贴 = 贷款车
辆发票含增值税价格×0.6%×自贷款生效
日起的生效月数（*0.6%为月折旧率，折旧
按月计算，不足一个月的部分不计折旧），相
当于获得升级版的全车盗抢险 / 车损险，从
而不用担心爱车贬值。

贵宾级救援服务护航
让你的出行尽善尽美

“新有 0息”的好处还在于，无论你身处
何方均可享受 7 项贵宾级道路救援服务，为
自驾出行提供完备的全方位支援方案。 例如
旅途中遇到车辆故障或受困的情况， 广汽三
菱将免费提供送油、换胎、搭电、送钥匙，甚至
安排吊车实施专业救援等服务； 万一爱车需
要“入厂大修”，也无需担心打乱美好行程，出

租车、代步车服务及“继续旅行”补助将及时
弥补旅途上的各种问题， 让你的出行尽善尽
美，时刻享受“真·VIP”一条龙服务。

作为广汽三菱三年磨一剑的重磅力作，
全新劲炫自 4 月上市以来，便凭借焕新升级
的外观及配置和专业 SUV 性能优势，斩获
了众多媒体点赞及消费者好评。 在外观上，
采用 Dynamic� Shield 家族设计语言，带镀
铬装饰的 X 型前脸更加新潮炫酷。 除了颜
值的全面革新，全新劲炫“内力”也长进不
少，10.1 英寸 DA 系统让新车更具多功能
娱乐性，其强大扩展性和手机互联功能为车
主带来科技感十足的使用体验， 而真皮座
椅、一键启动、除雾式折叠后视镜等实用配
置的提升，让每一个坐进车内的乘客都能享
受贵宾级的待遇。

好 SUV 易得，但真正懂你、适合你的
SUV 难求。“你不说，我都懂”也许是时下最
浪漫的情话， 也是全新劲炫与你“新有 0
息”的最佳证言。 现在只需把全新劲炫“贷”
回家，愉悦的 VIP 汽车生活就在眼前。

（邹丁珊）

东风雷诺“城市赛道公园”体验日活动
日前在长沙举行。活动现场，极富激情的赛道
驰骋和科目挑战，完美展现了东风雷诺首款
国产车型科雷嘉作为“颜值控、驾趣王、科技
咖”的独特魅力。 此外，全方位的品牌展示和
零距离的互动游戏，更深度传递了东风雷诺

中文品牌主张“激情生活，无处不在”所倡导
的生活方式。

自成立以来， 东风雷诺始终致力于将
激情融入产品、设计和营销之中。 通过赞助
武汉马拉松、举办 F1 嘉年华等活动，东风
雷诺带来独一无二的生活体验， 让我国消

费者切身感受到其品牌与产品的独特魅
力。 东风雷诺又通过开展“城市赛道公园”
主题活动，深化体验式营销，将“激情生活，
无处不在” 的本土品牌主张进一步传递给
全国的消费者。

（邹丁珊）

5 月 28 日， 专业级 T 动能 SUV 全
新 Jeep自由侠上市发布会在浙江舟山朱
家尖举行 。 全新 Jeep 自由侠装备
1.4T+7DDCT和 2.0L+9AT两种动力总
成，首批推出 5款车型。全新 Jeep自由侠
全系标配同级唯一的四轮独立悬挂，将入
门级 SUV的操控标准越级提升。

与此同时， 全新 Jeep 自由侠可谓
SUV 中的“高颜值”，是一款“沃德全球
十佳内饰”车型。 按照多用途设计理念，
新车在确保低风阻和高通过性的外观比
例设计的同时，实现更优化的内部空间。
既拥有 0.35 的低风阻系数，也比竞品多
出了 200L 的实际使用空间。 除此之外，

新 车 提 供 专 业 级 互 联 科 技———
Uconnectlive 智能人机系统， 可以像使
用手机一样实现车辆信息交互系统的操
作，支持“声控、触屏、方向盘实体按键和
蓝牙技术”四大交互方式。通过同级最大
尺寸的双液晶屏显示系统， 实时反映各
种车辆、道路、兴趣点信息。 （谭遇祥）

全新劲炫推出“新有 0 息”专属金融政策。 （资料图片）

勇当丝路文化先锋
———广汽三菱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

幸福即日可“贷”
全新劲炫推 2年 0 利率金融政策

挑战不是逞能是本能

自由侠上市 14.18万元起

Yaris L致炫车队引爆 CTCC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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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广汽三菱敦煌驿站开幕式。 邹丁珊 摄

敦煌市委领导参观广汽三菱敦煌驿站展厅。 邹丁珊 摄

体验式营销使广汽三菱成“丝路自驾游”首选车第一品牌。 邹丁珊 摄

全新 Jeep 自由侠， 专业级小型
SUV 定义者。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