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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46 台广汽三菱欧蓝德在广
汽三菱江苏大乘江宁店集中交付江苏省高
速公路管理局，这一批次车辆将作为执法执
勤车，为江苏省的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工
作保驾护航。

出色性能胜任公务执勤
交车仪式上，江苏省高速公路局的负责

人肯定了广汽三菱汽车稳定的品质，卓越的
越野性能和在执法系统内一直以来的表现。
此次采购的欧蓝德有着威武的外观，扎实的
越野底盘，更有优异的燃油经济性，超越同
级别的安全稳定性。 负责人表示，相信在今
后的工作中，欧蓝德定会经久耐用，稳定可
靠， 为高速公路交通运输执法工作保驾护
航。

江苏高速公路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
交通枢纽，密度居全国各省区之首，承担着
江苏省经济发展的重任。广汽三菱欧蓝德能
够凭借自身实力成为江苏省高速公路管理
局的一份子，以出色的性能胜任高强度的公
务执勤工作。

广汽三菱崔寒川部长也出席了此次交
车仪式， 他对欧蓝德凭借优异的综合评分，
满足采购单位对于公务车的需求，进而从众
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功中标感到荣幸。
广汽三菱一直高度重视江苏市场，在网络的
开发和建设上更是不遗余力。 截至目前，广
汽三菱在江苏省内共有 14 家授权经销商，
实现了以市一级为单位的全力覆盖。 同时，
根据网络部近几年的规划布局，亦将持续不
间断地开通更多的网点， 争取在 2018 年底
实现对县级市的零死角辐射，保障广汽三菱
用户能够享受到便捷、优质的服务。

月销破万实力“圈粉”
2017 年已过去三个季度， 广汽三菱已

累计 81,339 辆的销量，同比增长达 199%。
9 月销量达到 12,063 辆， 同比增速高达

167%。连续两个月销量过万的增长势头，为
下半年企业冲击全年销量目标强势注能。

一路飘红的成绩背后，是广汽三菱不断
壮大的产品阵容，尤其是自上市以来就持续
保持热销的欧蓝德。 作为纯正中高级城市
SUV，欧蓝德凭借“2047（20 万以内四驱七
座合资 SUV）”的产品优势，稳坐“日系四
驱”第一宝座。 随着欧蓝德 2.0L 荣耀版的上
市， 不仅成功占领汽车界各大媒体头条，关
注热度持续攀升， 获得过万意向客户的青
睐，订单纷至沓来，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热
销局面。 由此，欧蓝德在 2.4L 和 2.0L 细分
市场树立双价值标杆。

作为城市 SUV 鼻祖的欧蓝德， 早已走
进全球百万用户家庭。 在国内一经上市，不
仅以高颜值和高品质获得市场和消费者的
青睐， 在国内外权威考验中也是无往不利。
在 IIHS 公布的 2017 年度“顶级安全之选
(TSP+)”车型名单中，欧蓝德傲然在列———
获得了全球汽车安全领域的最高荣誉，而且
在 2014-2017 四次蝉联 TOP� SAFE，四度

力证产品实力。 此外，在中国汽车质量网公
布《2016-2017 中国汽车质量总评榜》中，广

汽三菱和欧蓝德在 103 个品牌、
600 余款车型中脱颖而出， 车型、企
业双双上榜。 广汽三菱不仅获得“中国
汽车质量奖企业奖”，欧蓝德也摘得“中国汽
车质量奖获奖车型”的荣誉。 累累荣誉背后，
彰显了欧蓝德在技术、品质、安全上的领先
优势，也体现了其“质高一筹”，“傲视同侪”
的过人实力。

安心安全造就“匠品”车型
广汽三菱凝聚广汽集团匠心造车之道，

继承三菱汽车百年世家品质，广汽三菱在成
立之初就确定了需要终生恪尽职守的企业
理念———“以专业、安全、优质的汽车产品，
创新汽车生活，守护绿色地球”。师出名门的
广汽三菱，在三菱汽车百年的造车技术作为
坚实后盾、广汽集团先进产品品质管理体制
作为保障的护航下， 严格把控质量环节，始
终如一保持领先同级的安全安心质量水准。
广汽三菱新车型上市前需历经“高寒、高温、
高原”的“三高”测试环境，并通过越野耐久、
石路耐久、跨界耐久三大耐久测试，试验强
度远超过用户实际用车强度，更远超通用全
球 4 万公里的试验标准。

此外，广汽三菱制定了“产品一次下线
合格率”的考核指标，从源头上狠抓产品品
质；从强化供应商的管理入手，将质量监管
关口前移到供应厂家，从根源上杜绝不合格
零部件流入；从零部件进厂开始，各工序实
施品质交接并快速反馈品质信息，建立过程
4M 变更联络及确认体制， 防止不良产品流
出。 千锤百炼间，广汽三菱高举安全安心品
质大旗，为消费者带来可靠的汽车产品与服
务。

特色营销“吸睛”无数
欧蓝德还曾作为湖南卫视王牌音乐节

目《歌手》指定用车，为林忆莲、李健、迪玛

希、林志炫等明星唱将保驾护航，收获“明星
座驾”赞誉。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近距离接受
欧蓝德车型，9 月 23 日，广汽三菱“燃动生
活”欧蓝德品牌体验日在广汽集团产品展示
中心正式开馆。 整个展馆被装饰成了一个集
车型展示、科技环保、闲趣娱乐、互动亲子为
一体的特殊展厅，在这里，体验者可以一站
式体验到欧蓝德所带来的“燃动生活”。 品牌
日恰逢欧蓝德上市一周年。 一年来，欧蓝德
已走进 73183 户家庭，受到了消费者和市场
的双重肯定。 欧蓝德车主们也来到了现场为
欧蓝德庆生，同时分享自己的“用车经”，回
忆爱车给生活带来的精彩改变，将美好祝愿
传递给更多家庭。

国庆过后， 广汽三菱携手南方航空，放
飞欧蓝德号，化身“圆梦者”，为梦想起航。

“国民村长”李锐化身“梦想使者”，和广汽三
菱一起开启“欧蓝德奇妙之旅”，帮助更多人
实现自己的旅途梦想，设计更富创意的奇妙
之旅。 来自怀化三江镇岗东学校的孩子们，
成为“欧蓝德奇妙之旅”的第一批梦想家。 而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广汽三菱将携手

“国民村长”李锐，带领更多拥有“奇妙”梦想
的“探险家”，开启精心策划的“奇妙”旅途，
与欧蓝德放飞梦想。

2017 年， 广汽三菱进行了产品的全线
升级， 欧蓝德嘉乐版、2018 款欧蓝德、2018
款劲炫、2018 款帕杰罗再创价值新高。 在成
立五周年之际，广汽三菱用新价值标杆的专
业 SUV 产品和优异的产品品质， 一步一个
脚印，踏踏实实用“安全·安心”的理念继续
为车主打造愉悦放心的驾乘生活。

(谭遇祥)

欧蓝德集中交付江苏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广汽三菱专业 SUV受热捧

日前， 比亚迪携国际大师专为中国主
流家庭量身打造的“大美 7 座车”———宋
MAX 在北京水立方上市， 售价 7.99 万—
11.99 万元，瞄准家庭出行市场。 比亚迪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舒酉星表示：“目前
中国三代家庭占比达到 70%， 已成为中国
的主流家庭， 比亚迪宋 MAX 是为国人家
庭量身打造的 7 座车。 ”

笔者从比亚迪相关负责人处获悉，目
前正炙手可热的宋 MAX 也将在长沙基地
生产，这也是“长沙智造”自主品牌新车首
次加入国内 7 座 SUV 细分市场争夺战。

7 座市场群雄逐鹿
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放开， 国人对汽

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外型、空间与舒适缺
一不可， 之前一度不温不火的 7 座车市场
也逐渐升温。 从 2016 年初开始，几乎是和
正式开放二胎政策同步， 主流汽车厂商都
铆足了劲针对这一新兴市场推出自己的产
品，许多车型上市后都受到热捧。

目前市场主流的 7 座车型主要分为 7

座 MPV 和 7 座 SUV 两类。 最具有代表性
的 7 座 MPV 车型主要有广汽本田奥德赛
和别克 GL8，而这两个车型几乎供不应求，
很多款型都需要预订。 而近年上市的 7 座
SUV 有许多都大获成功， 如福特锐界、丰
田汉兰达等，单一车型销量 2016 年都接近
或超过 10 万辆。 目前对 SUV 市场较为重
视的汽车厂家，如东风日产、广汽三菱都在
近期推出了 7 座 SUV，而广汽传祺、东风
启辰、 长安等也都纷纷推出 7 座 SUV 或
MPV，以求在这一新兴市场中分得一杯羹。

“长沙智造”加入 7座 SUV争夺战
为满足这一细分市场的需求， 比亚迪

也顺势推出宋 MAX 这一以“大美 7 座车”
为理念的新车型。 据介绍，宋MAX 是前奥
迪设计师艾格加入比亚迪设计团队近一年
来，以全新设计语言“Dragon� Face”带来
的首款产品。 其采用 232 座椅布局，高达 8
种空间组合方式。 一辆车就可以满足 421
家庭、二孩家庭，以及 3+3 家庭“在一起 更
完美”的出行需求。

针对家用的定位， 宋 MAX
承袭宋家族 SUV 的成熟底盘，由
前奔驰 S 级专家汉斯精细调校，
底盘扎实沉稳，既兼具 SUV 的视
野及通过性， 又不失轿车的舒适
性； 车身模具由日本顶尖团队生
产，运用德国焊接技术，超高强度

钢材和高强度钢材使用率达 65%以上；它
还拥有 8 安全气囊， ESP、TPMS 胎压监

测系统等 32 项主被动安全装备。
笔者从比亚迪汽车相关负责人处获

悉，这一结合了亲民价格、超高颜值和卓越
产品实力的新车也将在长沙等基地进行生
产，这一“长沙智造”的自主品牌新车以最
低 7.99 万元的价格入市， 相信也将给 10
万级 SUV 和轿车市场带来冲击，有望成为
2017 年 7 座 SUV 市场的一匹“黑马”。

（何尚武 谭遇祥）

“长沙智造”自主新车加入“大 7座”争夺战

9 月 30 日 -10 月 1 日，《疯狂大爬梯》观致体验营第二站抵达长沙，
为星城市民开启度假狂欢模式。

据介绍，《疯狂大爬梯》目前播出了 6 期，无数观众“种草”的百万豪车
与 Qoros 观致汽车，已在节目现场被多组选手成功开走。《疯狂大爬梯》
观致体验营每一站都是一场集体验性、 互动性、 专业性于一体的深度活
动，继首站哈尔滨圆满收官，第二站又出了更多新花样，笔者在现场看到：
体验营内，休闲娱乐配套、专业试驾配置与儿童互动设施一应俱全。 在这
里，体验一把帅气的射靶，参加一场赚翻的现场团购，来一次嗨爆的车内
K 歌……精彩纷呈的活动，让来宾乐趣享不停的同时，还能感受到 Qoros
观致汽车“中国新高端”的品牌内涵。

作为物超所值的高品质中级 SUV 之选， 观致 5� SUV 同样拥有让人
为之心动的高颜值与出色的动力配置。 在外观上，4587×1869×1676mm
车身尺寸造就同级别最宽适乘坐空间，Coupe轿跑化设计也相当炫酷。 其
配备的 1.6T+6DCT黄金动力组合，带来源源不绝的澎湃动力和平顺换挡
表现。 大尺寸的跑车级制动系统，100-0� km/h 紧急制动距离只需
36.4m，无疑让观致 5� SUV在紧急制动科目也表现得游刃有余。 （谭遇祥）

日前，由广汽本田主办的汽车行
业首次公开实车测试挑战赛———
“INTELLIGENT� MISSION 雅阁
锐混动极限挑战赛” 华北线在北京
青泉赢睿汽车运动主题公园燃情启
动。

继首站东北线赛事新雅阁
（Accord） 锐混动创下“综合油耗
3.3L/km， 一 箱 油 续 航 里 程
1980km”的惊人成绩之后，本次华
北线两组共 15 家专业级媒体选手
云集北京， 在为期 6 天的赛程中，
向着“一箱油最长续航里程、最低
综合油耗” 的极限成绩发起冲锋。
比起业内千篇一律的节油挑战，
INTELLIGENT� MISSION 雅阁锐
混动极限挑战赛是一场更贴近生
活的较量———赛段不同路况充分
模拟车主日常用车场景，考验着选
手的毅力和操控技巧。 最终，来自
《有车以后》 、 新浪的选手分别以
一 箱 油 续 航 2103.5km� 和
1988.7km 的成绩夺得华北线两批
次赛程的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第
二批次的冠亚军《有车以后》和汽
车头条的选手分别以 2103.5km
和 2003.3km 的成绩顺势打破第
一批次 1988.7km 的续航纪录。 两
组 冠 军 选 手 将 与 两 组 亚 军 选
手———分别来自汽车头条、 易车
的节油达人一同进入总决赛，与全
国其他几大区域的 TOP2 选手争
夺新雅阁（Accord）锐混动 5 年免
费使用权。

（何尚武）

雅阁锐混动
极限挑战赛在京举行

继“9.21”携手著名演员靳东在北京凤
凰媒体中心璀璨耀目上市后， 新红旗 H7
近日又移师郑州， 在裕达国贸酒店举行新
品试驾 & 区域上市会， 拉开了全国分站上
市活动的序幕。 共计百余位各界嘉宾及媒
体记者到场体验了红旗品牌的卓越品质与
尊贵风范， 见证了新 H7 在整个东区市场
的隆重投放。

新 H7 是红旗为消费者倾心打造的一
款豪华 C 级新商务座驾。 此次红旗选择靳
东作为代言人，也传递出品牌执着梦想、自

我超越的精神和开拓进取、 谋变创新的内
涵。 正如中国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所说，
未来将举集团之力把红旗品牌打造成为中
国第一豪华品牌，新红旗 H7 则是红旗新战
略的前奏和哨号。 不仅如此，新红旗 H7 还
拥有卓越的动力操控和众多创新科技配
置。 新红旗 H7 搭载 1.8T、2.0T 和 3.0L 三
款发动机，匹配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澎湃
动力收放自如 。 配备自适应巡航系统
（ACC）、夜视系统等高科技配置，再度提升
了新红旗 H7 的豪华感与品质感。（谭遇祥）

比亚迪宋MAX北京上市

9 月 21 日，新感官 SUV———长安马自
达第二代 Mazda� CX-5 正式上市， 共推 8
款车型，拥有 2.0L、2.5L 两套“创驰蓝天”
高压缩比发动机动力组合， 可提供 6 种外
观颜色选择，售价 16.98—24.58 万元。

第二代 CX-5 是马自达最新设计理
念、最新汽车技术的集大成者，也是长安马
自达征战国内紧凑型 SUV 市场的战略级
车型，通过精致强悍、摄人心魄的“观感”，

以人为本、匠心非凡的“触感”，人马一体、
车随意动的“驾感”，驾乘无忧的“安心感”，
将带给每一位用户前所未有的感官觉醒体
验。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代 CX-5 搭载了加
强版“i-ACTIVSENSE”安全系统，采用最
新科技实现认知辅助和驾驶辅助， 并采用
了马自达全球首创的“GVC 加速度矢量控
制系统”。

（谭遇祥）

9 月 26 日， 在东风悦达起亚厂家代表、
湖南长沙地区经销商代表及各大主流媒体的
共同见证下， 一款装得下年轻与梦想的幸福
座驾———焕驰以最低 4.99 万元的价格，在湖
南长沙荣耀上市。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旗下全
新小型精品座驾， 焕驰通过新颖时尚的外观
设计、舒适便利的驾乘体验、值得信赖的安全
品质，让“助力幸福”的产品内涵从此深入人
心。

对于年轻人而言，颜值象征着品位，空间

代表着生活， 而品质则凸显出责任与追
求。 东风悦达起亚焕驰以全面均衡的小
型精品座驾的形象，为焕驰这款座驾注入
了全新活力，力图再次开创东风悦达起亚
在小型车市场的新局面。 同时，站在市场
风云变幻莫测的十字路口，东风悦达起亚
也将以行业最高品质标准确保产品的可
靠性，不断强化本土化研发与经营，在为
中国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汽车的同时，为中
国汽车产业发展作出更多贡献。（谭遇祥）

全新红旗 H7 郑州荣耀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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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悦达起亚焕驰最低 4.99 万元上市

长安马自达第二代 Mazda�CX-5 上市

46 台欧蓝德“钥匙”交付仪式。

江苏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46
台欧蓝德交车仪式现场。

英姿飒爽的高速交警即将开
上欧蓝德公务执勤。

专为高速交警“定制”的欧蓝德车型。

比亚迪宋 MAX 日前在北京水立方上市 (比亚迪供图)

（本文由广三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