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
司与广东德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5G 车道战略
合作启动仪式暨广东德一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开
业庆典仪式（5G 车道广东市场启动仪式）日前
隆重举行。 全国工商联领导、广东省各行业商协
会领导、狮子会、重量级社会嘉宾，以及汽车行
业资深人士等 600 多名行业精英分享了汽车后
市场的行业现状、趋势以及优化方式。

据湖南三马集团总裁马楚桂介绍， 传统汽
车门店以往常遇到技术收费难、人才流失、竞争
激烈、利润低、生存难等问题，三马集团是一家
以名车销售服务为主体的公司， 是湖南最大的
平行贸易资源平台，主要经销奔驰、宝马、保时
捷、路虎等豪车，集团年营业额 50 亿元。 为了改
善困扰多年的行业诟病、解决转型难题，在新思
维创新理念下，三马集团顺应趋势提出了“汽车

行业 + 互联网”。
湖南三马集团副总裁、 湖南得一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总裁（5G 车道）马楚成表示，三马集团
历时四年精心打造，开创了 5G 车道平台免费系
统， 为汽车后市场终端门店提供开源节流的盈
利模式。 5G 车道首创提出 B+S 的资源众筹模
式，旨在团结传统汽车人抱团前进，齐心协力利
用好互联网工具来推进行业升级， 实现传统汽
车人的共赢发展。 5G 车道定位是为终端门店开
源节流而存在， 为帮助终端门店提升盈利而努
力，所以平台为门店实现的拓展经营包括：店面
的新车销售、配件用品、二手车交易、汽车保险
及理赔服务、汽车金融，增加盈利点及店面的成
本节约（汽车用品及配件的集采模式），布局完
整、体系健全。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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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三菱 24 小时服务热线 ：400-977-3030

7 月 8 日，浩浩荡荡的广汽三菱 SUV 车
队从广汽三菱第一店驶出，广汽三菱“2016·
寻找美丽乡镇” 活动在众人的期待中拉开了
序幕。由全新劲炫、新帕杰罗·劲畅、进口欧蓝
德及进口帕杰罗四款车型组成的“寻美”车队
从广州出发，寻访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
西、陕西 6 个省份 16 个美丽乡镇，最终抵达
西安。 作为广汽三菱的大型公益体验自驾游
活动，今年是这场爱心之旅的第三个年头，秉
承着“传递爱心，发现生活之美”的活动宗旨，
弘扬广汽三菱“大爱无疆”及 SUV 世家的探
索精神，在今年进一步扩大了活动范围。

从湖南走向全国
寻找丝路上的美丽乡镇

2012 年，“美丽中国”的概念在党的十八
大被首次正式提出，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生
态文明建设的伟大战略，它是“中国梦”的重
要组成部分。广汽三菱积极响应国家建设“美
丽中国”的号召，自 2014 年，以创新思路开启
了大型公益自驾游系列活动———“寻找美丽
乡镇”。活动获得了省委宣传部和省旅游局的
大力支持， 上千名参与者在广汽三菱的带领
下走进湖南 16 个基层乡镇，寻找乡镇的自然
之美、人文之美。活动不仅积极推荐当地特色
旅游资源， 同时给当地贫困学子和学校送去
爱心，为促进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建设“美
丽中国”添砖加瓦。

在前两年活动的基础上，今年的“寻找美
丽乡镇”将进一步深化践行“中国梦”，将寻找
的脚步延伸至全国的乡镇。据悉，“2016·寻找
美丽乡镇” 将创新融合广汽三菱另一大型品
牌活动“丝绸之路万里行”，从海上丝路的南
大门广州出发，跨越湖南、湖北、河南、山西，
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西

安，贯穿海陆丝路文明，寻找丝路上的美丽乡
镇。 作为广汽三菱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建设
号召的又一创新之举，今年“寻找美丽乡镇”
将继续用车轮串起丝路经济的腾飞， 为沿途
16 个美丽乡镇的旅游经济和文化传承注入
正能量。

公益进一步深化
关注传统文化的传承

从 2014 年到 2015 年，广汽三菱“寻找
美丽乡镇”活动已经连续开展了两年。活动带
领数百位嘉宾深入湖南美丽乡镇， 遍寻三湘
四水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担当公益之善，用
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以时间长、
范围广、影响大，开创了多项湖南省车企大型

活动之“最”，成为我省最受关注的大型公益
活动之一。

今年，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寻找美丽
乡镇”的活动中来，发现体验美，传递公益爱，
在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广汽三菱将启动
一场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公益自驾之旅。足
迹将遍布华南、华中、华北、西北，从沿海地区
到内陆腹地，深入广东省广州、清远，湖南省
长沙、岳阳、衡阳、娄底、常德、株洲，湖北省襄
阳、随州、宜昌、恩施，河南省平顶山、山西省
临汾、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和西安共 16 个站
点，领略江南小镇的山清水秀，感受北方人文
的粗犷豪放，体验壮阔丝路的大漠风情。

在前两届“寻找美丽乡镇”的基础上，今

年活动将进一步深化对传统文化的探寻与传
承，跟随文化向导，从文化的角度发现乡镇之
美，从自我出发去体验文化。 除此之外，参与
者还将与广汽三菱一同传递爱心。今年，广汽
三菱还将与各地教育局联动， 进行关爱贫困
学子等公益活动， 把爱心传递到更远更需要
的地方。

16 站巡展站站有精彩
展现专业 SUV 非凡魅力

广汽三菱作为“SUV 世家”，成立三年来
始终深耕 SUV 领域专业车型，目前旗下拥有
全新劲炫、新帕杰罗·劲畅、进口欧蓝德及进
口帕杰罗四款专业车型。 在继今年 5 月推出
全新劲炫后， 紧接着将推出今年的第二款新
车。

“2016·寻找美丽乡镇”将继续深化“体验
式营销 + 情感式营销”模式。 在今年 16 站旅

程中， 进口车型欧蓝德和帕杰罗将首次加入
“寻找美丽乡镇”的车队，与全新劲炫、新帕杰
罗·劲畅一起作为全程自驾车型带领参与者
共赴美丽之境，展现专业 SUV 非凡的全地形
能力、公路性能及探索未知的勇气，让更多消
费者对“SUV 世家”广汽三菱的产品有更多
了解。

除此之外， 活动将在粤湘鄂陕四省网点
开展巡展活动，将优惠深入三、四线城市，回
馈广汽三菱的支持者。 广汽三菱将用最优质
的产品、服务与最实惠的价格，直面群众，打
造专属的购车政策，带去巨大的购车优惠。

传承文化，践行公益。 广汽三菱邀请你一
起加入寻美体验之旅，跟随先辈探寻的脚步，
携爱上路，看大好河山，追溯地域风情。 详细
参与信息可咨询当地广汽三菱 4S 店。

（谭遇祥 邹丁珊）

“寻美”进行时 越野“悦”有趣
———广汽三菱“2016·寻找美丽乡镇”活动拉开序幕

成龙电影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细心的
人会发现但凡成龙参演的动作片，都少不了
三菱汽车的身影。 很多人也是通过成龙电影
结识了三菱。 而成龙对三菱的偏爱，当然离
不开三菱近百年悠久历史散发的经典气质、
称霸WRC 和达喀尔的荣耀与辉煌以及融入
骨子里的冠军品质和创新基因。 深入去了解
三菱的一点一滴，会发现其整部发展史俨然
诉说着一个传奇。

经典源起
车界多个第一领衔亚洲汽车工业
三菱是日本乃至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汽车品牌之一。 早在 1917 年，三菱集团在日
本首次推出了批量生产的“三菱 A 型”轿车，
这台亚洲最早的量产车型距今已经有 99 年
的历史。 三菱一直以亚洲汽车工业先驱的形
象，推动着亚洲汽车工业一路向前，创造了
车界多个第一。

1931 年，三菱研发出了首部柴油直喷引
擎 450AD，确立了其在商用汽车领域的领导
地位。 1934 年，三菱正式完成首部四轮驱动
汽车，即引起世界车坛注目的三菱 PX33 车
型， 它也成为亚洲生产的第一台四驱车型。
1975 年，三菱以先进的科技首创无声防震差
速车轴，透过两条双重转动的差速车轴驱动

一反向曲轴， 确保了稳定又安静的行车。
1986 年，亚洲首辆 4WD� ONE� BOX 车型在
三菱诞生，使作为 DELICA 系列的旗舰车更
加饱满充实。 2012 年，三菱发布全球首款插
电式混合动力 SUV“欧蓝德 PHEV”，再次惊
艳了世界。

荣耀之路
三菱成为 WRC 与达喀尔绝对霸主

从 1967 年开始的 40 多年里，三菱执着
于汽车拉力赛事，凭借 Lancer� EVO 和 Pa-
jero 等经典赛车， 走出了一条辉煌的 34 座
冠军奖杯的 WRC 和 26 次征战、12 次夺冠
的达喀尔之路。

三菱征战 WRC（世界汽车拉力锦标赛）
的历史始于 1967 年， 当时首次参与便获得
小排量发动机车组优胜成绩。 而后在 1974
年，首次亮相 WRC 的 Lancer� 1600GSR 为
三菱赢得首个WRC 冠军， 并成为国际拉力
赛主力军。 截至 1977 年，Lancer� 1600GSR
在国际级拉力赛事上共斩获 8 次冠军 (含 2
次 WRC 冠军)，创造了 Lancer 神话的起点。
1992 年， 三菱开始向市场投放一款新车型
Lancer� Evolution， 这 款 传 奇 车 型 在
1996-1999 几年间，连续四年勇夺 WRC 年
度冠军， 成为当时WRC 中最强悍的奔跑机

器。 自此 EVO 的名字红遍全球，成为诸多追
求高性能跑车车迷心中的“战神”。

达喀尔赛事被誉为世界上最艰苦、最严
酷和最富有冒险精神的耐力赛。 1985 年，三
菱取得破纪录的 12 次桂冠的第一场胜利。
1993 年，达喀尔拉力赛呈现过一段群雄纷争
的局面，不过从 2001 年开始，达喀尔拉力赛
就成为三菱的天下。 2001-2007 年，三菱车
队创造了史无前例的 7 次蝉联冠军的辉煌
成绩，真正成为了达喀尔拉力赛场上的绝对
霸主。

专业 SUV 世家
融进骨子里的冠军品质和创新基因

在参与国际拉力赛事过程中，三菱均以
一种偏执精神， 不断创新和提升造车技术。
三菱精益求精，力求使旗下 SUV 具有“地球
任何路面都能行驶”的强悍性能。 其中，帕杰
罗就以在恶劣环境下的高效通过能力和极
强的越野运动性闻名于世。 从 1982 年第一
代帕杰罗投产至今，帕杰罗车型已经累积销
售 200 万台，畅销 100 个以上的国家，收获
全球各地无数车主青睐。

这样的销量佳绩，是三菱一直以来对汽
车技术坚持不懈追求的结果。 上个世纪 90
年代是技术大发展的年代，三菱领先世界首

次将气门升程与气门正时同时运用，带来可
变气门正时和升程控制系统———三菱
MIVEC。 这一前瞻技术意义非凡，其发展历
程和早期成就更与 VTEC 不相上下。 2004
年， 第 8 代 EVO 引入了 MIVEC 可变正时
气门技术，在拉力赛场上大放异彩。 为了提
高 EVO 在赛道弯道上的性能， 三菱还研发
了 S-AWC（超级全轮控制系统）四驱系统，
正是有了这位“超级车轮管家”的帮助，搭载
第二代 S-AWC 系统的 EVOIV 才创造了
WRC 四连冠的佳话。 除此之外，搭载在征战
达喀尔的帕杰罗身上的超选四驱系统也成
为世界上最牛的四驱系统之一。

三菱是一个令人敬佩的汽车品牌，它秉
承执着和专一的精神，在车界创造了多项领
先技术，也在拉力赛场打拼多年走出了一条
辉煌的WRC 与达喀尔之路。 它用生产赛车
的理念制造街道用车，用专业技术带给了我
们一部部经典佳作。 比如三菱最早的跨界车
欧 蓝 德 就 集 合 三 菱 MIVEC 发 动 机 、
S-AWC 超级全轮控制系统、 专业底盘等多
项技术于一身，深受消费者喜爱。据悉，2016
年下半年， 广汽三菱欧蓝德还将国产上市，
这款口碑极高的专业 SUV，将为国内消费者
带来怎样的驾驶激情与惊喜，值得期待。

（谭遇祥 邹丁珊）

百年三菱缔造“SUV世家”传奇

汽车“后市场”瞄准互联网

“全球首款量产的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 日前正式上
市。上汽和阿里强强联手，让汽车真正插上互联网翅膀。荣
威 RX5 官方指导价 9.98 万元—18.68 万元，搭载 2.0T 和
1.5T 两款缸内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采用保时捷底
盘调教、与路虎同源的 GKN 智能适时四驱、全独立悬架系
统、 四路全高速 CANBUS 系统总线等， 以超越同级的技

术，全面提升驾乘品质。 荣威 RX5 在视觉、听觉、嗅觉、触
觉等各个方面， 也倾力为用户打造全系标配的越级品质，
上汽将提供“首年海量赠送”政策，在购车第一年免费为用
户提供一年 2.4G 的音乐娱乐包和WIFI 流量包。 可以说，
荣威 RX5 真正让互联网汽车“买得起、用得爽”。

（谭遇祥）荣威 RX5 试驾，体验车辆出色性能。 谭遇祥 摄

荣威 RX5�买得起的互联网汽车

东风标致全新 3008 全国上市发布会 7
月 12 日在重庆举行， 新车分别搭载 1.6THP
以及 2.0 升两种不同动力发动机，共推出 6 款
车型。 通过一系列外观的改变，使得整体造型
更加硬朗动感，SUV 风格更加明显。 作为“升
蓝向上”品牌计划下的首款车，东风标致全新
3008 是第一款搭载 ADAS 技术的产品 ，
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括前方碰撞预
警、360°全景泊车影像、车道偏离警示、盲区
探测等科技技术； 主要是通过传感器的应用
以及摄像头、雷达等技术的配合，自动获取并
分析出道路环境的信息， 让驾驶更加安全轻
松。 (邹丁珊)

东风标致全新 3008 上市

东风标致“动·感”品牌体验行动日前登
陆长沙。 作为“升蓝向上”的重要落地活动，全
新的“动·感”品牌体验行动，集结标致及东风
标致最新设计潮流“标致新一代设计风格”和
技术趋势“ADAS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并通
过多元化的品牌文化、品牌历史的展示，以及
精彩纷呈的体验项目， 掀起全民体验热潮。

“VR 魔镜”、“巅峰对决”、“急速狂狮” ……让
人们既能一嗨到底， 又能穿梭在标致的历史
时空之中， 充分地感受品牌从创始之初贯穿
到现在的品牌文化。 (谭遇祥)

“动·感”体验彰显“狮”文化

东风雪铁龙全新 C4L 全 T 出动，在享有
“山水甲天下”美誉的桂林，以一部精彩出众
的时尚大片，点燃了高性能活力的出众本色。
源自雪铁龙“空气和水” 的设计灵感， 全新
C4L 能量美学融合了舒适、时尚、科技的全新
品牌基因。 喀斯特地貌所塑造的盘山公路以
及坑洼路面，使得路况更加复杂多变，无论是
对车辆加速、制动、操控等性能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此次全新 C4L 全 T 出动，带来了两
款高性能发动机———1.2THP、1.6THP， 它们
出色的表现尽情释放着全新 C4L 动能的本
色。 (谭遇祥)

“动”即出众 活力典范

东风雪铁龙全新 C4L 桂林深度试驾。
谭遇祥 摄

广汽三菱“2016·寻找美丽乡镇”活动出发仪式领导合影。 谭遇祥 摄

“寻找美
丽乡镇”车队
整装待发。

谭遇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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