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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追梦想 公益新主张

广汽三菱助力“2016益跑长沙”
践行公益不止步

广汽三菱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977-3030

6 月 11 日， 青春中国·全员加速———
“2016 益跑长沙” 大型城市文明创建活动在
长沙隆重举行， 超过 5000 名参跑者踏上跑
道，挑战自己。 出发仪式上，广汽三菱携手芒
果 V 基金发布战略合作计划，标志双方今后
将不断加强合作。

出力城市文明建设
引领全民运动热潮

欧洲杯、奥运会、微信运动等成为了时
下年轻人关注的热点，运动也日渐成为年轻
人潮流生活方式。 作为本土“年轻”车企，广
汽三菱时刻关注年轻人生活方式。“2016 益
跑长沙”以城市文明指数、城市精神、公益文
明和体育四大块作为聚焦点，设计有包括历
史文化线、城市坐标线、全员加速线和芒果
V 基金线等 16 条线路， 各条线路都有自身
的特色，让跑者们完成了一次城市的再发现
之旅。此次益跑吸引了万人来到长沙参与现
场活动，超过十万公众以公益捐赠、互动游
戏等方式参与现场互动，百万以上公众通过

移动互联网进行线上互动。 此外，青春超女
也倾情参与，以领跑的方式，让现场的气氛
直达沸点。

以行动为公益加速
勇担企业社会责任

广汽三菱党委书记陈小沐表示， 广汽三
菱与芒果 V 基金将强强联手，进一步深化公
益活动，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送上爱心。此次
“益跑长沙”， 来自广汽三菱的志愿者服务队
穿着统一志愿者服装， 分布在城市地标线 8
个志愿者服务点，为参赛者们提供贴心服务。
此外， 广汽三菱还组织企业队伍参赛， 全程
“参跑”，以行动为公益加速。

据悉，从企业成立之初，广汽三菱就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 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使
命。 2014 年至 2016 年，广汽三菱开展“寻找
美丽乡镇” 活动， 沿途开展多项公益活动；
2015 年，广汽三菱助力“我要上学”公益活
动，成为爱心守望企业，用大爱来守护留守儿
童幼小脆弱的心灵。雅安地震，广汽三菱迅速

启动“迅菱行动”，全速奔赴灾区，作为救援车
辆， 第一时间奔赴灾区， 为赢得救援生命的

“黄金 72 小时”贡献了一份力量。

年轻产品量身定制
为追逐梦想者鼓劲

广汽三菱成为“益跑长沙”活动的唯一指
定用车，全程提供车辆服务，确保活动顺利进
行。 今年上市的全新劲炫作为活动保障车出
现在活动现场， 此款车是广汽三菱为年轻人
量身定制的产品，动感的外形、缤纷的色彩、
充裕的空间、 灵活的操控处处彰显着青春的
活力和个性，与“益跑长沙”所倡导的体育精
神可谓相得益彰。 也鼓励满怀梦想的年轻人
及年轻家庭勇往直前，其专业的 SUV 性能为
活动提供了可靠支持，在“2016 益跑长沙”活
动中吸引了众多眼球。 (谭遇祥 邹丁珊)

广汽三菱党委书记陈小沐（左二）赠予活动方“车钥匙”。 邹丁珊 摄 广汽三菱“益跑长沙”参赛队伍，以行动为公益加速。 邹丁珊 摄

201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年会
暨发展国际论坛日前在长沙举行。 本届论
坛以“分享合作 共建众赢” 为主题，星通
汽车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CAAM）签署合
作共建车智谷汽车后市场产业园协议。

湖南星通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力虎对汽车后市场示范园区项目进行了详
细介绍：“车智谷”是一个融“互联网 +”与汽
车产业集群、企业引擎于一体的生态闭环，
计划占地 2000亩， 总投资 50亿元。 将成
为中国中部首个以专用汽车制造、 销售和
汽车后市场为核心的汽车产业生态园，由
星通汽车主导、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指导对

“车智谷”进行设计、建设、招商、运营、管理，
双方将共同合作，对“车智谷” 的品牌和管
理进行推广。

此外， 湖南省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也
正式发起筹备， 并成立了以湘车联盟等为
会员单位的筹备委员会， 湘车联盟总经理
李柏男为首任会长。 (谭遇祥)

星通与中汽协共建“车智谷”

海马 S5� 360°“潮驾玩趴” 日前来到
潮流之城长沙。 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
场部部长浩潇潇表示， 海马 S5� 360°“潮
驾玩趴”是针对年轻人时尚、新潮的生活理
念专属打造的创新体验营销活动， 通过一
系列集互动体验、汽车竞技、趣味游戏于一
体的全景式产品体验活动， 建立海马汽车
与年轻人更加紧密的情感联系。

试驾路线设置了凹凸路、单边桥等复
杂的道路任务，让体验者切身领略到海马
S5 专业驾控所带来的畅意驰骋、 随心智
驭的极致性能。 场景化体验过程中，海马
S5 的四个车窗玻璃均被黑布遮蒙， 体验
者能全方位感受 360°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的强大功能。 （谭遇祥）

海马 S5� 360°“潮驾玩趴”

互联网汽车的内饰应该是什么样？ 全
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于近
日打开车门，10.4 英寸独立显示屏、 软包
内饰、互动双屏、“黑科技”YunOS� for� Car
系统打造的专属移动智能空间等亮点让人
眼前一亮。再加上拥有 0.85平方米超大采
光面积的全景天窗， 营造出强烈的豪华影
院“即视感”。 据悉，荣威 RX5的更多互联
网科技将于 6月正式向公众展示。

当公众绿色环保意识不断提升，我国
首款“插电混动高级轿车”荣威 e950 应时
推出。 荣威 e950 是上汽首款搭载世界级

“蓝芯”+“绿芯”双技术品牌的车型，百公
里油耗低至 1.7L，综合续驶里程 600km。
属于“1.4TGI+EDU”黄金动力组合的混动
车型，动力表现相当给力，驾驶起来也很轻
松、平顺。 EPS 电动助力转向使方向盘变
得更轻，指向也很精准，能够给人足够的驾
驶信心。 （谭遇祥）

上汽荣威新品亮点多

购全新劲炫享 5年免费保养

5 年省出 1 吨汽油

怎样才能获得 5 年免费 15 次保养超
值钜惠呢？ 全新劲炫售后服务“无忧计划”
现已加入购车豪华套餐： 凡在 2016 年 4
月 25 日———12 月 31 日（以发票日期为
准）购买全新劲炫的消费者，除享受广汽
三菱 5 年 10 万公里超长质保外， 还将在
购车之日起 5 年内，获赠每年 3 次共计 15
次超值的免费常规保养钜惠！

以每次保养花费 360 元计算，5 年期
间将节省高达 5400 元保养费用。 结合当
前的油价， 相当于省了近 1 吨 93 号汽油
的费用，也就是说，现在买全新劲炫将为您
承包一年的加油费！ 值得一提的是，这 15
次免费保养绝对“足料”，每次保养广汽三

菱都将免费为您的爱车更换三菱纯正的机
油和机滤， 并由专业的售后技术团队为您
的爱车进行多达 48 项的安全检查， 且工
时费全免。

除此之外， 到广汽三菱 4S 店进行保
养将享受更为专业、专心的服务体验。广汽
三菱 4S 店采用纯正配件，免除爱车被“偷
梁换柱”的担忧；专业的检修工具与设备、
专业的维修保养人员则全面保障维修品
质，让爱车“历久常新”。车主的每一次保养
将会记录在案， 于保修期内的保修索赔将
更加顺畅。 值得一提的是， 通过广汽三菱
4S店维修保养的车辆，二手车的价值将会
更高。

相对于买车，投入更高的是养车。 日益增加的养车费用，让很多车主有
些承受不了。 于是，不少汽车厂家和车商相继推出免费的售后服务。 广汽三
菱针对全新劲炫就推出了 5 年 15 次保养全部免费， 省下的钱足以购买将
近 1 吨汽油。【 】

由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乐视控
股（北京）有限公司和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的大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
在广州正式宣布成立。大圣科技由广汽集团、
乐视控股和众诚保险按照 45%、40%和 15%
的股比共同发起，项目首期投资 14 亿元，首
次注册资本金为 2 亿元。

合资三方将充分利用广汽的线下汽车全
产业链，乐视的线上内容、渠道、流量，以及众
诚在专业汽车保险服务及风险管理上的优

势，打造最值得信赖的修车、用车、买车、租车
换车一站式平台， 构建开放共享的汽车互联
网生态圈。

按照规划， 大圣科技将优先启动整车平
台和车生活平台。整车平台包含新车、二手车
业务。 其中新车业务将开展多样化的线上全
品类新车销售模式， 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线上
线下一致性体验的购车服务。 车生活平台除
包含常规的服务平台外，还包括了配件商城、
用品商城、社区服务连锁等。 （谭遇祥）

广汽乐视众诚跨界合资

秉承“专业创造愉悦”的企业理念，广汽
三菱成立之初便深刻洞察消费者用车需求，
推出比同级车型更优的 5年 /10万公里超
长质保及 3次免费保养，在广大车主中收获
了良好的口碑。 与此同时，广汽三菱更贴心
推出同级别最优的畅行无忧保险， 为 SUV
生活再添愉悦和保障。 以上三大售后服务优
势， 尽显专业 SUV品牌广汽三菱对车主的
人性关怀。

全新劲炫售后服务“无忧计划”的推
出，正是广汽三菱售后服务不断升级的又
一体现，同时亦旨在回馈广大消费者对全
新劲炫的大力支持和信赖。 自今年 4 月上
市以来，全新劲炫凭借更高颜值与强劲实
力，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 采用三菱最

新 Dynamic� Shield 设计语言， 全新劲炫
呈现更时尚的 X 形前脸，两侧镀铬饰条及
全新造型 17 寸雪花轮毂则再添动感气
息。 原装进口 2.0L� MIVEC 发动机与
INVECS-Ⅲ CVT 变速箱黄金动力组合
时刻迸发澎湃动力，专业 SUV 底盘、前麦
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组合为全新劲炫带
来卓越的通过性及舒适性，带来十足驾驶
乐趣。

购得一台外观、 性能都满意的爱车是
所有准车主的期待， 如果爱车的售后服务
同样让人后顾无忧， 那将是一次完美的购
车体验。选购全新劲炫就是明智之选，想要
对车型和售后服务有更多了解的消费者可
咨询所在地广汽三菱 4S 店。（邹丁珊）

售后服务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