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开赛，上演“速度与激情”。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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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载的春华秋实，环青海湖自行车赛
不断茁壮成长，迎来了它的第十五个生日。

作为我国最早创办、根植高原大地的亚
洲顶级赛事， 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始终坚守

“绿色、人文、和谐”主题，弘扬“更高、更快、
更强”精神，书写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运动的
发展历史， 实现了从成长到成熟的华丽转
型。 2016 年第十五届环青海湖自行车赛 7
月 17 日正式鸣枪开赛，一场跨越地域和种
族的追风游戏正在上演。

全程提供拍摄车辆支持
广汽三菱作为青海卫视的战略合作伙

伴， 将为青海卫视全程提供拍摄车辆支持。
与参赛者一起，在公路上驰骋，为环湖赛助
力加油。 7 月 17 日起每晚 22:50，将会有一
档节目《环湖骑派对》在青海卫视播出，节目
有奖互动中广汽三菱为观众带来了丰富的
礼品，想要中奖的车友可以关注该档节目。

本届环青海湖自行车赛正式比赛从 7
月 17 日开始至 30 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 23
支参赛队伍、161 名参赛运动员将跨越青
海、甘肃、宁夏三省区 11 个市州、17 个县。
一场激情与速度的盛会将上演。 14 天 13 个
赛段，包括“高原蓝宝石”青海湖、培养国家
冠军摇篮的多巴基地所在地多巴镇、“高原
海滨藏城”刚察县、高原原子城西海镇、古丝
绸之路南要冲临夏以及具有悠久历史的宁
夏中卫等。比赛全程总距离3631 公里，比赛

距离 1921 公里，最高海拔 4120 米，最低海
拔 1100 米。

出色性能应对各种路况
三菱在近百年的发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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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与汽车赛事结缘的三菱的
先驱技术及车型更通过参与国际拉力赛进一
步发展，享誉世界。 三菱就像个“偏执狂”，在

从 1967年开始的 40多年里， 执着于汽车拉
力赛事，凭借 Lancer� EVO和 Pajer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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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作为《丝绸之路万里行》节目唯一指定
用车，新帕杰罗·劲畅与新劲炫有着三菱动力
作后盾，完全满足了节目拍摄需求。 凭借着出
色的动力性能优势，新帕杰罗·劲畅、新劲炫

在异域之旅中一路畅行，从未有过“掉链子”
的情况， 也赢得了节目嘉宾和工作人员的大
力好评。 所以这次环青海湖自行车赛再次选
择广汽三菱车型作为此次赛事拍摄车辆支
持，就是看中其出色的产品力。

与车主共享 SUV 愉悦生活
2016 年，广汽三菱将在“二次腾飞”的

机遇与挑战中提速上路，为广大车友带来丰
富多彩的汽车生活、文化生活，其中针对广
大车友成立的广汽三菱车友会菱悦会，成为
了一个体验和分享 SUV 生活方式的平台，
传递广汽三菱的专属服务，创造超越产品功
能之上的情感价值， 与广大车主共享 SUV
愉悦生活。2016 年，广汽三菱和进口三菱的
服务渠道也进一步整合优化。 未来，一个覆
盖网点更广、资源整合更强、服务标准统一
的广汽三菱服务体系，将为车主带来更为高
效、专业的服务。

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西宁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群众在与环湖赛携手前
行的路上，视野不断开阔，心态愈加开放，在
发展的道路上呈现出更加自信从容的面貌。
而从“丝绸之路万里行”到携手环青海湖自
行车赛，作为践行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首
批车企，广汽三菱车型出色的性能和可靠的
品质能应对挑战极限，成为旅途中的坚实伙
伴。骑行西宁，问道发展，一个个变化激荡人
心。 (谭遇祥 邹丁珊)

青海湖畔追风驰骋
———广汽三菱助力环青海湖自行车赛

体验形式更加丰富，体验内容更加多元，全
新升级的东风标致“动·感” 品牌体验行动于 7
月 15 日在济南完美收官。“动·感”活动共走进
了 22 个城市，让 6 万余名消费者参与体验。4 月
初，东风标致发布了全新品牌计划“升蓝向上”，
旨在通过产品、技术、体验三个层面实现品牌的
再度升华。 作为“升蓝向上”的首场落地活动，
2016 年“动·感”体验活动率先向消费者展示“严
谨、激情、致雅”的品牌魅力，也是东风标致品牌
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邹丁珊)

标致“动感”体验活动收官

德国宝沃 BX7 长沙试驾体验会日前在芒
果汽车基地燃“擎”启动，德国宽体智联 SUV
车型 BX7 登陆星城。 体验会内场设置了宝沃
BX7 静态展示区，让客户通过自身的体验零距
离地感受宝沃 BX7 的德国品质。外场分为赛道
试驾体验区和 360°全景体验试驾区两个部
分。 在试驾体验中，BX7 搭载的 iAWD 智能全
时四驱系统在滑轮组、交叉轴、侧坡、平衡板等
设置的极限越野路况障碍，全都轻松应对。宝沃
BX7 凭借卓越的动力性能完美通过连续 S 弯
道、百米加速、高速急转小弯测试、大角度侧坡
以及驼峰等项目，出色的操控乐趣，赢得试驾客
户一致好评。

(谭遇祥)

宝沃 BX7“擎”动星城

全新奔腾 B50 南部区域上市发布。
邹丁珊 摄

全新奔腾 B50 南部区域上市发布会日前举
行，作为一汽轿车基于全新 B 级车平台———M2
平台打造而成的一款高颜值全尺寸超级家轿，
全新奔腾 B50 搭载的 4GB 系列 1.6L 和 1.4T
高性能发动机， 与豪华 B 级车相媲美的悬挂系
统以及丰富的主被动安全配置，使其在舒适性、
操控性、稳定性、安全性等方面均有十分优秀的
表现。 12 月 31 日前购车用户享受特大惊喜，在
享受国家 1.6L 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减半的优
惠政策基础上，一汽奔腾还将给出 4000 元每辆
的购置税厂家补贴政策，相当于享受“0”元购置
税。 用户购车实际支付价为 7.78 万元至 11.38
万元。 (邹丁珊)

城市 SUV先行者 欧蓝德“前世今生”

欧蓝德十多年历经三代发展。
制图 / 邹丁珊

城市 SUV 成为当下众多消费者
购车首选， 既具备城市行驶性能，又
兼顾大空间和高通过性，让城市 SUV
几乎没有被拒绝的理由。 说起城市
SUV，就不能不提三菱欧蓝德这款最
早提出跨界理念的车型之一。 欧蓝德
可以说是国内城市 SUV 的开山鼻
祖。 凭借比帕杰罗更小的排量、更时
尚的造型以及优于一般城市 SUV 的
越野性能，欧蓝德当年一经推出就成
为市场追逐的热点。 十多年过去，这
款叱咤一时的先锋车型已历经三代
发展， 一直引领城市 SUV 市场的发
展。

从 AIRTREK 到欧蓝德
诞生即领衔跨界风潮
2001 年，三菱汽车在日本推出名

为 Airtrek 的跨界运动车型， 该款车
算是第一代欧蓝德的前期车型，它具
备提升公路性能的四驱系统，又具有
一定的离地间隙， 同时还兼有 MPV
的空间，最关键的是拥有普通轿车超
高的燃油经济性，这种集合了各车型
特点的“混血儿”，以跨界运动车型的
身份走进大众视野，并因其全能的表
现 收 获 了 良 好 的 市 场 反 响 ， 而
Airtrek 这个名字也传递着对跨界、
对未知旅途的向往。

两年后，三菱汽车将欧蓝德投放
到了美国市场，欧蓝德的名字也正式
取代了 Airtrek。 在 Airtrek 基础上，
欧蓝德改变了前大灯组和中网造型，
增加了车顶行李架，底盘离地间隙也
有所提升， 车身整体更偏向于 SUV
车型，该车依然装备了四驱系统。 这
时， 三菱欧蓝德已经走向全球市场，
成为名副其实的跨界车型先行者。 北
京吉普从三菱汽车引进制造的欧蓝
德就是这一代的美规版本。 2004 年 1
月，由北京吉普和日本三菱共同推出
的欧蓝德正式投放中国市场。

新平台、新技术
第二代欧蓝德横空出世
2005年 10月 17日，三菱汽车在

日本推出了第二代欧蓝德车型， 采用
由三菱和克莱斯勒共同开发的 GS 平
台。 全新平台上生产的第二代欧蓝德
在外观内饰上都有很大的变化， 车辆
前脸部分设计师将前大灯等与前中网
结合在一起，换成了经典的“布雷脸”
造型，打破了上一代较为老旧的气息，
内饰方面整体性更强， 高配车型在此
还增加了换挡拨片和音响控制按键，
整体风格向家庭适用性转变。

最为关键的是，三菱汽车在第二
代欧蓝德身上加了一件“超级属性装
备”———三菱研发的 S-AWC 电子四
驱系统，这套四驱系统起初是为了提
升三菱战神蓝瑟翼豪陆神的行驶性
能而设计，整套系统凝聚了三菱汽车
在赛场上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 这套
S-AWC 四驱系统以适时四驱的形式
出现在第二代欧蓝德身上，最大的技术
亮点就是搭载了主动差速器（AFD）系
统，AFD 系统能够通过计算各种车辆
各种动态信息来将扭矩合理的分配给
前驱动轮，以提升车辆在弯道中的行驶
性能， 驾驶员更可以选择 2WD、4WD
或 LOCK三种模式进行行驶。

2006 年，第二代欧蓝德迎来了一
次小改款，再次将中网上大尺寸的三
菱车标体现出来。2009 年欧蓝德再次
改款，这次换上了三菱家族化的“鲨
鱼嘴”前脸，并以欧蓝德劲界的身份
进入国内市场。

更具科技感、品质提升
欧蓝德获世界认可

2012年第 82届日内瓦车展上，三
菱汽车公布了第三代欧蓝德，第三代欧
蓝德外观基于 2011 年东京车展上发
布的 PX-MiEV概念车型重新设计打
造，丢掉了“鲨鱼嘴”的欧蓝德少了一些

稚嫩，多了一份高端和稳重。 后备厢的
整体空间增加到了 550升，第二排座椅
靠背放倒后则达到了 1681升的容积，
空间表现在同级车型中优势明显；内饰
部分的设计应用了当今流行的整体偏
向驾驶员倾斜式中控台；顺应科技化浪
潮，第三代欧蓝德也加入了大量的安全
科技，全新的 FCM前方碰撞预防辅助
系统，与 ACC自适应巡航系统结合使
用， 可在一定的情况下自动刹停车辆，
减少突发事故的发生率。

2015 年纽约车展上，第三代欧蓝
德来了一次华丽变脸，新车外观造型
借鉴了 2014 年巴黎车展上亮相的欧
蓝德概念车外观。 前脸造型采用了三
菱最新 Dynamic� Shield 的家族设计
语言，让欧蓝德瞬间从一位稳重的大
叔变成时尚潮叔，更值得注意的是全
新欧蓝德还在整车 40 多处进行了隔
音降噪处理，大幅提升了新车的整体
品质。

专业技术征服市场
欧蓝德中国情缘深

自 2004年进入国内市场，欧蓝德
以跨界车型定位不仅填补了市场空白，
更兼具轿车的城市行驶性能和 SUV的
大空间及高通过性。再加上帕杰罗专业
表现为三菱品牌在中国消费者心中奠
定的良好印象，欧蓝德持续收获来自媒
体和消费者的肯定和喜爱。

时隔 12 年之后， 这款优秀的跨
界车型今年将再次以国产形式强势
登陆中国市场。 广汽三菱将在今年下
半年推出国产版全新欧蓝德，新车集
MIVEC 发动机和 S-AWC 四驱技术
于一身，且拥有加强抗冲撞安全强化
车身、ACC 自适应巡航等安全技术，
再加上更加时尚硬朗的外形设计、丰
富的人性化配置，相信再次登陆中国
的欧蓝德定将在火爆的 SUV 市场掀
起新的价值浪潮。

(谭遇祥 邹丁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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