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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遇祥

每到周五，总对周末抱有无限美好幻想。
可是等到周末却没人约，最终宅家告终。 周末
没去处？那就来这里吧，2017 长沙国际车展精
彩来袭，各种靓车美女相伴，还有一大波免费
福利在向你招手！

靓车？ 美女？ 本次车展福利统统告诉你！
说到车展，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有什么好

车了，本次长沙国际车展也不例外，很多品牌
均加入了参展行列。 在现场，你可以将多款热
销车一网打尽， 随心所欲饱览自己心仪的车

型。同时，各大展厅美女车模云集，你提前准备
好相机就是啦。 当然，各个厂家精心准备的趣
味小游戏、小活动也是少不了的，而且基本上
是来参与即可拿奖。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车展，有款“网红”
爆款车大家不得不看———广汽丰田的“不插
电”混合动力雷凌双擎！

说起混合动力车， 很多人还是会存在不
少疑虑。 其实，丰田的混合动力早就风靡全
球。 今年 2 月，丰田的双擎混合动力全球累
计销量已超过 1000 万辆，在国内，随着雷凌
双擎等价格亲民的“国民级”混合动力中级

车出现，也迅速获得了市场
的疯狂热捧。 今年年中，雷
凌双擎和卡罗拉双擎这两台
兄弟车型的合计月销量更突破
了 1 万辆！一个月卖 1 万台，这个
成绩已经能够进入传统汽油车市
场的一线阵营，混合动力在国内早已
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趋势。尤其是雷
凌双擎，凭借自身“全球模范工厂”的高品
质，出品保障，于行业内首创性推出“电池无
忧计划”。 比起卡罗拉双擎，雷凌双擎的“质
价比”显得尤为出色。

自带“电池无忧计划”仅售 13.98万元起
雷凌双擎有望成长沙车展人气担当！

秘诀一：电池安心
雷凌双擎“电池无忧计划”，在原本混动电池 8年

或 20 万公里的质保基础上，再加送“不限年限、不限
里程”的电池免费延保保障，可以说是市场上唯一能
做到电池“终身质保”的服务，当之无愧质价比之王。

秘诀二：养护省心
低油耗呵护你的钱包。 雷凌双擎百公里油耗仅

需 4.2L，而且是加 92 号汽油，也就是说每公里油费
就 0.25 元左右。 在油费上，雷凌双擎比其他传统汽
油车节省 30%以上，而且不需要外接充电。

秘诀三：价格走心
触手可及的亲民价格。 13.98-15.98 万元的售

价，只要用与同级普通汽油车一样的价格，就可以
买到这款采用风靡全球的丰田混合动力系统的
车！

秘诀四：颜值动心
雷凌双擎外观潮流而又有个性， 看过真车的消

费者第一反应：“一看就知道是年轻人开的车”。尤其
是全系标配的流线型 LED 灯，眼神犀利，在都市夜
晚的闹市中远远看一眼，就能牢牢吸引住你的目光，
识别度超高。

雷凌双擎所具备的这些“爆款秘密武器”，是其
他很多同级别车型无法比拟的， 魅力如此出众的一
款混合动力中级车， 必将成为本次长沙车展的人气
担当！

雷凌双擎何以成爆款？ 秘诀在这里！

※新雷凌双擎“电池无忧计划”仅限于非营运性质的车辆，车辆性质定义以交管所登记信息为准。 活动仅限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购买的新雷凌双擎。 详情可向广汽丰田各地经销商咨询。

何尚武 谭遇祥

11 月 26 日， 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
际汽车展览会落下帷幕。 作为国内汽车
界一年一度的收官盛宴, 广州车展集中
展示了 1081 款参展车型, 包括 47 辆全
球首发新车，约 20 款新能源汽车，这表
明包括广汽、 东风日产在内的各大车企
也已开始加速抢占新能源汽车市场。

广汽 iSPACE 概念车亮相

广州车展上， 广汽传祺参展规模史
无前例。备受瞩目的传祺 GM8 全球首发

并启动预售， 预售价格 18 万元
-27 万元 。 与此同时， 广汽
iSPACE 智联电动概念车亮相，
阐释“中国式创新”迸发出的颠
覆性力量；GE3 无人驾驶车首
发亮相，展示广汽“电动化、网联
化、智能化”的前瞻技术成果。

在本届车展上，以“中国式
创新”成功转型升级的广汽集团

带来了颠覆性创新力作———iSPACE 智
联电动概念车。 为了满足都市年轻人渴
望私人空间又追求社交认同的纠结心
态，iSPACE 开创性地提出“car� stops，
life� starts”用车理念，通过巧妙的机关
变换，将前、后座椅一键拼接为舒适的双
人床， 实现驾驶模式与居家模式的戏剧
化切换，为年轻人创造出自在、乐享、专
属的“第三空间”。此外，广汽自主研发的
第二代无人驾驶汽车———WitStar� II 祺
迹无人驾驶汽车，以传祺 GE3 为平台车
全新亮相。

全新日产聆风亮相中国市场

� � � �日前， 东风日产携旗下全系车型强
势登陆广州车展，发布 i- 动力计划。 车
展现场， 代表日产汽车未来设计的日产
Vmotion2.0 概念车与作为日产智行科
技 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 集大成
者的全新日产聆风盛大亮相。

此次广州车展上，作为日产智行科
技 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 集大成
者的全新日产聆风在中国首发亮相。作
为量产最早、销量最高、技术先进、价格
亲民的纯电动量产车型，搭载 EV 技术
的全新日产聆风焕新而来，以其更长的
续航里程、动感的设计及搭载的革新性
技术，为主流电动汽车行业树立市场新
标 杆 。 搭 载 ProPILOT、ProPILOT�
Park 等技术的全新日产聆风， 让驾驶
变得更加轻松、便捷，而应用极具革新
性的 e-Pedal，更是颠覆了传统的驾驶
方式。

一汽丰田首款 TNGA SUV 发布

� � � � 广州国际车展上一汽丰田实力亮
剑，不但携全系车型强势登陆，更公布了
其首款 TNGA� SUV 车型的产品名
称———“IZOA 奕泽”，引爆业界关注和讨
论。“IZOA 奕泽”名字中“IZOA”是法语
IZOARD 的缩写， 寓意奕泽将带给年轻
人熠熠生辉的生活。

IZOA 奕泽动力方面计划搭载最新
研发的 2.0L 的 TNGA 发动机， 具有魅
力十足的设计和卓越的驾控， 相信将是
极其值得期待的一款产品。 作为一汽丰
田首款基于 TNGA 丰巢概念打造的车
型，IZOA 奕泽将于明年年中投放， 它的
到来将进一步完善其 SUV 家族阵容，助
推品牌年轻化的转型。

关于未来， 一汽丰田总经理田青久
表示， 伴随着 TNGA 丰巢概念的导入，
未来一汽丰田在产品投放上将加快速
度， 同时对于品牌打造和客户关怀方面
将给予重点强化。

2017广州国际车展落幕
主流品牌加速攻占新能源汽车市场

11 月 25 日，“舍我其谁”一汽丰田新 PRADO 普拉
多长沙上市发布会在长沙然奇生态农庄举行。 新
PRADO 普拉多共推出 SX、TX、TX-L、TX-L� NAVI、
VX、VX� NAVI� 6 个级别车型， 售价 46.48 万元至
63.68 万元。

新 PRADO 普拉多在继承“硬派、可靠、耐用”等经
典家族基因的基础上，对越野配置进行了精粹升级与显
著强化。如新 PRADO 普拉多搭载的动态调节悬架系统
KDSS 经过全新调校，兼备了行驶在平整道路上的稳定
性和越野征途上的通过性。 同时，带多地形选择功能监
视系统 MTM 的机能也得到了强化，新增车底视图及提
高相机像素，无论是越野途中，还是遭遇城市复杂路况，
甚至是面对狭窄空间泊车这样让人紧张、 头疼的境况，
都变成“小事一桩”。 此外，新 PRADO 普拉多还配备了
分时四驱系统，100km/h 以下行驶过程中，车主可以根
据实际路况在两驱(H2)到四驱(H4)间自由切换，既保证
了越野性能，又提升了驾驶乐趣，让越野变得更加纯粹、
更加卓越。 (谭遇祥)

广汽传祺“弯 7”登陆长沙
年度盛宴“没有弯道的传祺世界”第七季日前在长

沙捞刀河试驾基地与消费者正式会面， 得益于优异、扎
实的底盘悬挂系统，Ti� POWER 第二代引擎随时迸发
强悍的驱动力，广汽传祺系列明星车型上演“特工夺宝”
现实版的追车大片，惊艳漂移、引擎轰鸣，惊心动魄的赛
场追逐火爆异常，强悍的产品功底令到场消费者赞不绝
口。侧倾角高达 22°的世界级道具中，传祺明星车型凭
借超强车身刚性和通过性能，无惧滚轴路、侧倾坡、颠簸
路、驼峰桥、交叉轴等高难度科目，动人心弦、震撼感官。
传祺“弯 7”长沙站为本地消费者备了多重豪礼。“弯 7”
大型厂家直销会，签到礼，互动游戏、微信摇奖、一元拍
卖，消费者以超低的价格选购到钟爱的座驾完美展示中
国品牌的火爆态势。 (谭遇祥)

新 PRADO普拉多长沙上市

本次广州车展上， 东风日产正式发
布官方认证二手车品牌“东风日产·及新
车”。“及新车”能够提供什么服务，东风
日产高调介入的底气在哪里？日前，东风
日产市场销售总部专职副总部长兼业务
发展部部长洪浩也在车展现场接受了全
国主流媒体的采访。

问：东风日产·及新车的三年十万公
里延保是怎样一个概念？

洪浩：“及新车”不是延长保修，而是
你买到我们的“及新车”以后，从你交车、
扣款那天起， 我们提供和原车一样的 3
年 10 万公里原厂的保修服务。我们现在
新车的标准就是 3 年 10 万公里延长保
修的承诺，这和新车是一模一样的。除此
以外，还能享受跟新车一样的服务，比如

你买了我们二手车， 也同样会成为我们
的会员，享受俱乐部会员的所有权益。

问：现在二手车市场鱼龙混杂，我们
如何规避？

洪浩：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忧虑解
除，因为我们入门的门槛很高：必须是东
风日产车型，购买时间是 5 年之内，行驶
里程 10 万公里以内。其次我们还要进行
严格检测， 按照日产全球的 128 项非常
严苛的检测手段和检测的项目。 128 项
全部过关了以后， 我们还会查整个东风
日产全国联网的售后服务系统， 包括我
们跟保险公司合作的系统， 来确保它不
是事故车， 这都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向
社会作出的承诺。

问：国内的二手车市场，很多业内人

士说正在从暴利时代走到了微利时代，
“及新车” 的二手车定价策略是怎样的，
二手车真的进入到微利时代了吗？

洪浩： 以前传统的二手车线下市场
鱼龙混杂，只能相信黄牛，就会有暴利这
样的隐患。 但是现在像东风日产这样一
些厂家进入到品牌二手车领域， 以主机
厂的角度， 全方位地重新搭建二手车的
流程， 这样就会让消费者从以前对传统
市场的不放心，到现在越来越信任我们，
因为我们的流程是公正公开透明的，所
有的流程都可以让你可视化的， 最大限
度的消除客户的疑虑， 这样才能让所谓
的暴利时代终结。

二手车领域车价不透明是非常大的
一个问题， 我们基于刚才那样一些严苛

的厂家品牌和团队的背书以后， 能够根
据车况， 给它制定出一个非常放心的价
格，价格是一个阿拉伯数字，但是数字背
后代表着整个团队的心血和对它制定出
价格的合理性、客观性和科学性，依靠东
风日产这样强大的售后服务网络和体
系， 一定能够让客户放心的购买我们的
“及新车”。 （何尚武）

洪浩:“及新车”有望终结二手车暴利时代

广汽 iSPACE 智联电动概念车亮相，阐释
“中国式创新”迸发出的颠覆性力量。

洪浩在广州车展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