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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2 日， 一年一度的长沙
国际车展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行。长
安马自达携“新感官 SUV” 第二代 Mazda�
CX-5（以下称第二代 CX-5）、智美运动轿
车新 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以下称新昂
克赛拉）、“高颜值驾趣 SUV”Mazda� CX-3
（以下称 CX-3） 在 W4 号展馆长安马自达
展台闪耀亮相。 在刚刚结束的广州车展上，
CX-3 正式宣告登陆中国市场，新车将在长
安马自达销售渠道全面迎接中国用户的预
订和品鉴。

Mazda�CX-3： 开启跨界 SUV
驾趣新时代

作为全面搭载“创驰蓝天”技术及“魂
动” 设计理念的新一代产品，CX-3 定位于
“紧凑型跨界 SUV”。 CX-3 具有超越同级
的极致简练设计以及实用空间表现，实现了
马自达“车随意动”的驾驶理念和车型本质
价值在高层次上的极致融合。超高颜值与驾
驶乐趣不仅能与城市街景相得益彰，也能与

户外景观交相辉映，让消费者憧憬的多元化
汽车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外观上，CX-3 以更加时尚典雅的方式
表达了“魂动”设计主题。极富生命力的造型
摆脱了传统车型级别的束缚，雕琢至臻的车
身比例彻底剔除了整体造型中的冗余要素，
打造出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锐优雅造型。内饰
布局上，CX-3 在确保拥有充分驾乘空间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舒适性。 低重心的座椅布
局和优良的乘座感受， 体现出跨界 SUV 车
型得天独厚的优势。

CX-3 同样配备了“创驰蓝天车辆动态
控制技术”的最新成果———“GVC 加速度矢
量控制系统”（G-Vectoring� Control）。这一
世界首创的车辆动态控制技术，通过操作方
向盘、变化发动机的驱动扭矩，将原本单独
控制的车辆横向、纵向加速度（G）进行统合
控制， 使 4 个车轮的接地载荷达到合理状
态，实现顺畅高效的车辆运动状态。 为驾驶
者提供安心安全的驾驶乐趣的同时，也飞跃
式地提高了乘坐者的安心感和舒适感。

主动安全方面，CX-3 搭载了 RCTA 倒

车预警系统以及 BSM 盲点监测系统，为驾
驶者提供多种行车状态下的安全辅助；被动
安全方面，CX-3 以高强度及高安全的“创
驰蓝天车身（SKYACTIV-BODY）”为基础，
配合安全带与安全气囊等系统，实现对驾乘
者与行人的全方位保护。凭借出众的安全性
能，CX-3 在世界多项碰撞安全测试中均获
得了高度评价。 其中包括由美国 IIHS1（道
路安全保险协会） 授予的“2017� Top�
Safety� Pick+” 评价以及 JNCAP2 汽车安
全评估五星认证。

第二代 Mazda�CX-5：精致强
悍 惊艳感官

作为紧凑型SUV 市场的“颜值担当”，
“新感官 SUV”第二代 CX-5 堪称汽车设计
史上的惊艳之作。以“Refined� toughness—
精致完美的强悍感”作为设计语言，第二代
CX-5 拥有精悍且大气的外观姿态。 继“魂
动红”后，第二代 CX-5 再度创新性地推出
了“水晶魂动红 -Soul� Red� Crystal”色，以
光线变化带来车身面的丰富变化，给人视觉
上以高雅的艳丽感。 与“魂动红”相比，新颜
色的艳度增加 20，浓度增加 50。 除此之外，
第二代 CX-5 还将提供另一爆款新色———
铂钢灰，表现精巧的机械特有的金属美感。

内饰方面，第二代 CX-5 的驾驶舱布局
以驾驶者为中心，方向盘和仪表的布置左右
对称，旨在提高车辆与驾驶者的一体感。 方
向盘、仪表板装饰、左右出风口、门板装饰的
中心点处于同一高度，水平设计要素的加入
使驾驶者的精神高度集中，感受到恰到好处
的“紧张感”。第二代 CX-5 的中控台造型比
上一代车型的位置更高更宽，和左右方的扶
手一起支撑乘坐人员的臀部和腿部。当驾驶
员就位时，会感到浑厚坚实的“包裹性”，增
加其对驾驶的信心和安心感。

第二代 CX-5 搭载了全面升级的马自
达 MZD� CNECT� 悦联系统， 首次支持
CarPlay&CarLife，搭配 7 英寸悬浮式中央
信息显示屏，为新一代的互联网年轻用户提
供便捷的联网体验。 HMI 人机交互系统出
色的设计布局可真正实现“盲操作”，避免驾
驶时注意力分散。 当启动车辆时，前风挡投
射式彩色平视显示屏即刻显示出车速、导航
等必要信息，可将驾驶者的视线移动和焦点
调节负担减至最低， 让驾驶者从容驾驶，安
享前方美景。

新昂克赛拉：摩登风范 天生
绝配

新昂克赛拉拥有动感的外形和轻灵的
气质， 整车观感像一只全神蓄势的猎豹，并
且随时伺机待发， 配合同级别绝无仅有的
18 寸深色亚光黑大尺寸轮毂， 新昂克赛拉
的“摩登范儿”不彰自显。 进入车内，EPB 电
子驻车系统、ADD 彩色平视显示系统、中央
控制人机交互系统、MZD� CNECT 马自达
悦联系统等众多领先科技的运用，将为驾乘
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驾驭激情与科技操控体
验。

安全配置方面，新昂克赛拉搭载了马自
达 i-ACTIVSENSE 智能安全辅助系统，包
括：BSM 盲点监测系统、RCTA 倒车预警系
统、SCBS 低速刹车辅助系统、SBS 中高速
刹车辅助系统、FOW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
MRCC 自适应巡航系统，配合 EBD 电子制

动分配系统、EBA 电子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BOS 刹车优先系统， 无论是在拥堵的城市
道路还是在高速公路，均能给驾驶者提供全
方位的安全预警与驾驶帮助。

动力方面，新昂克赛拉采用了“创驰蓝
天”1.5L、2.0L 两套动力总成。发动机拥有同
级最高的 13:1 压缩比，全新 4-2-1 排气系
统；1.5L、2.0L 发动机拥有燃料精细混合多
点式 6 孔高压缸内直喷技术（二级喷射），燃
烧状态发动机由电脑实时控制，最大功率／
扭矩达到 116KW／202Nm。 其中， 搭载
i-Eloop 制动能量回收系统的 1.5L 排量车
型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为 6.0L， 堪称同
级翘楚。

2017 年是长安马自达的产品大年，新
昂克赛拉、 第二代 CX-5、CX-3 的相继上
市，全面提升了长安马自达“魂动”家族的产
品竞争实力， 三款产品联手出击中级轿车、
紧凑型 SUV、紧凑型跨界 SUV 三大细分市
场，以出色的设计、智能人性的科技、质感豪
华的产品体验，为众多用户打开感官愉悦的
世界，尽享“人马一体”的舒适驾乘体验。

今后，长安马自达将继续深化“特色精
品”战略，坚定推进“用户＋”思维，实现了产
品、品牌、企业的三向齐升；进一步加强锻造
面向未来的核心竞争力， 不断丰富产品型
谱， 构建并强化长安马自达与广大消费者、
用户之间的坚固情感纽带。 (谭遇祥)

“三剑齐发”
长安马自达全新产品阵容登陆长沙车展

更多企业及产品资讯请登陆长安马自达官方网站：
长安马自达官方网站：http://www.changan-mazda.com.cn/
长安马自达天猫旗舰店网址：http://changanmazda.tmall.com/
长安马自达“驭马族”官网：http://www.yumazu.com.cn/?
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官方网站：http://axela.changan-mazda.com.cn
Mazda CX-5 官方网站：http://cx-5.changan-mazda.com.cn
更多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长安马自达”或扫描二维码

日前，东风启辰携全新启辰 T70、全
新启辰 D60 以及启辰 T90 等重磅车型
在长沙车展高调参展， 东风启辰汽车公
司副总经理高国林、 东风启辰汽车公司
市场部部门负责人熊发明等领导出席了
车展当天的新闻发布会。 年终收官，东风

启辰捷报频传。 11 月，东风启辰终端销售
14,620 辆，同比激增 65.9%，1-11 月累计
终端销售 120,765 辆，已经超过去年全年
销量，同比增长 17.4%，再创历史新高，奠
定了本年度高增长的主基调。

启辰 T70和启辰 T90被并称为东风
启辰“SUV双雄”，一直是东风启辰的销量
支柱， 而此次改款的全新启辰 T70 作为
东风启辰车联网战略下的又一款拳头产
品，定位于“高品质智联 SUV”，配置和性
能全面升级。 全新启辰 T70搭载 1.4T和
2.0L 两套动力系统， 采用日产先进的
MR20发动机和 CVT无级变速器， 比普
通 AT变速器省油 10%，与日产共享的供
应商体系和生产线，确保了强劲的综合实
力和领先行业的品质标准。 启辰智联系统
实现了人机互动的空前便捷性，人性化贴
心全时导航、手机远程控制、智能人机语
音交互、智能安防系统、在线娱乐系统等
应用，大大提高了智能出行体验。

据介绍，2017 年是东风启辰的“产品
大年”。 同时展出的“高品质智联轿车”全
新启辰 D60 是东风启辰车联网战略的首
款车型，树立了“新轿车主义”品质标杆，
成为东风启辰实现自主品牌向上突破的
全新力作。全新启辰 D60 以“高端智联科
技、超大舒适空间、上乘颜值造型、更好
合资品质”四大特点完美诠释了“新轿车
主义”的品质定义，上市一个月即脱销，
单日订单破 800 辆， 产品供不应
求。 其中，中高配置的智联车型
最受欢迎。 这也印证了当前消
费升级环境下， 用户对高品质
的旺盛需求。

2017 年，东风启辰销量一路攀升，11
月份再创历史新高。 其中，东风启辰长沙
地区 1-10 月上牌数同比增长 12%，排名
上升 3 名； 东风启辰长沙地区市占率
1.81%， 增长高于全国 1.48%， 同比增长
0.28%。 东风启辰汽车公司市场部负责人
熊发明向媒体表示，湖南市场对于东风启
辰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目前的成绩也离不
开产品、技术和渠道建设的发力，他相信
在全新启辰 T70 上市之后， 整个东风启
辰的销量会得到
稳步增长，湖南市
场会开发得更好。
（何尚武 谭遇祥）

高品质与“智联”双驱动
东风启辰湖南完美收官

在日前落幕的长沙车展上， 上汽大众在
W3 馆给客户呈现了一场极具湖湘文化特色的
SUV 战略发布会，吸引了众多媒体和参展观众
前来观看，燃爆场馆。

上汽大众 SUV 战略发布会共分为“拓”、
“融”、“达”三个篇章，分别以“汉服特色秀”、“传
统水墨舞”、“诗歌诵”三个环节来诠释上汽大众
SUV 家族中的途观丝路、途观 L 及 Teramont
途昂三款车型。

三个篇章过后， 上汽大众中南区域销售服
务中心总经理谢施奇上台为首次在长沙亮相的
全新升级途昂极地版揭幕。

据介绍，途昂极地版是一款定制车型，其在
造型上彰显运动、时尚气息，以更鲜明的态度阐
释着强者雄心。 途昂极地版采用“2+2+2”的座
椅布局，营造出更加灵活和宽阔的乘坐空间，配
合三区自动空调系统等丰富配置， 带给乘客非
凡的乘坐体验。 其搭载 EA390� 2.5T� V6 涡轮
增压发动机，峰值扭矩达到 500Nm，额定功率
为 220kW，匹配 DSG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6.9 秒。

谢施奇表示， 未来将以长沙为品牌战略的
发源地，将气势磅礴的 SUV 车型与源远流长的
湖湘文化精神结合，是对上汽大众 SUV 家族精
神的诠释，更是对长沙文化的致敬。 （何尚武）

日前， 东风风神新 AX7 在长沙车
展上首发亮相，在现场观众面前揭开了
其神秘面纱。

此次东风风神带来的新 AX7 在几
大领域实现全面升级。 从外观上看，其
一共使用的 3 种设计元素。 高亮黑的
进气格栅， 在不同角度光线的配合下，
呈现出明暗相间的光影效果，彰显优雅

大气。 360°环绕式奢享座舱。 坐进车
内，黑棕双拼内饰组合，高端上档次，即
可感受到一份从容优越之感， 更显庄
重、高雅的高端品味。新 AX7 采用 3 款
全新动力系统分别是 1.4T 涡轮增压
发动机、1.4TD 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
机 、1.6T 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动机。

值得一提的是其使用的前瞻性系

统Windlink。 在过去，人车合一指的是
操控性和便利性，其实还是以人为出发
点，是单向的。而 Windlink 的车机与人
的交互系统，则是双向沟通的，更智能，
更方便，更人性化，也是今后车机系统
的发展方向。 安全方面， 东风风神新
AX7 采用超高强度太极安全车身打
造，集成全方位 6 安全气囊、ESC 车辆
稳定系统、 自动泊车系统、360°环视
系统于一身，能全方位呵护车主安全。

（何尚武）

12月 16日，搭载了 Future-Link�
车联网系统的全新景逸 X5� 1.5T� 智
联型于长沙车展上市， 市场指导价为
12.29�万元，知名歌手吉克隽逸现场献
唱也让其吸睛无数。

此前， 全新景逸 X5� 1.5T 智联型
在东莞、郑州举行的区域上市活动都人
气爆满，其年轻化的外观、丰富实用的
配置、务实的价格，迅速在区域市场圈
粉无数，收获大量订单。 长沙站作为区
域上市的收官之站，邀请了华语流行女

歌手吉克隽逸现场倾情献唱三首歌曲，
为上市活动掀起了阵阵高潮。吉克隽逸
是全新景逸 X5� 1.5T 深度合作的人气
综艺节目《蒙面唱将》第二季中的“兔警
官 JUDY”，也是年轻人的时尚风向标。
她的到场， 为全新景逸 X5� 1.5T 智联
型时尚年轻的形象增色不少。

据东风柳汽乘用车销售公司副总
经理侯宏武介绍， 全新景逸 X5� 1.5T
智联型在拥有“高智能”特征的同时，还
具备高颜值、高品质、高可靠的“三高”

优势。其外观上取材于中国传统元素的
“天圆地方”，并与现代建筑艺术相互融
合，呈现出“刚柔并济，连汇贯通”的美
感；动力上搭载三菱 4A91T 涡轮增压
发动机，最大功率 110 千瓦，峰值扭矩
200Nm， 匹配比利时邦奇 CVT 变速
箱，技术成熟、换挡平顺，百公里油耗低
至 7.4 升；对于高可靠，东风风行联合
德国博世、美国耐世特、马牌轮胎、德国
巴斯夫等众多国际一流零部件供应商，
建立起高效稳定的研发、制造和供应商
体系， 品质管控全面对标合资品牌，这
为该款车享有 8 年 /16 万公里超长质
保奠定了基石。 (何尚武 谭遇祥)

日前， 吉利汽车宣布全新远景和远景 S1 在华中
区域上市。 其中全新远景共推出 1.5L� 5MT 和 1.5L�
AT 共 4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5.39-7.29 万元；远景
S1 推出 1.4T 和 1.5L 两种排量共 6 款车型，官方指导
价为 6.99-10.29 万元。 随着全新远景和远景 S1 的上
市，吉利“远景家族”的产品阵容得到进一步完善，两款
新车所展现的高品质和高标准，也意味着“远景家族”
进入全新时代。

全新远景配备“你好，远景”智能语音控制系统，用
户可通过语音指令唤醒系统，并语音控制导航、空调等
多项功能。 借助 G-Link吉利手机交互系统、Carlife等
智能系统，用户更可轻松实现智能终端与车机间的双机
互联。 远景 S1超越同级别的丰富配置同样让人眼前一
亮。 集成在 8 英寸高清全触控电容大屏上的全新
G-Netlink3.0 智能车载系统， 支持 CarPlay+CarLife
智能双机互联、4G 高速上网、智能语音交互、高德导航
系统、百万曲库云音乐等全面又实用的功能，为用户出
行带来更多便捷性和娱乐性。 (何尚武)

吉利全新远景华中区域上市

致敬湖湘文化

上汽大众 SUV家族
长沙举行战略发布会 东风风神新 AX7 湖南首发

景逸智联型长沙上市，吉克隽逸献唱助阵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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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汽
车
内
饰

马自达新产品发布会

马自达新产品亮相车展 （本文图片由长安马自达提供）

日前，华夏出行携“摩范”亮相长沙，“摩范”出行
将正式进驻长沙。

据悉，华夏出行是北汽集团乘着“互联网 +”和“中
国制造 2025”战略的东风，全面完成向制造服务型和创
新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成果。 北汽集团始终坚持绿
色高效可持续的企业发展之路，树立行业新标杆、集合
优势资源，在出行领域强势布局，成立华夏出行，完善
新能源汽车生态圈的布局。“摩范”出行以北汽新能源
汽车为基础，整合用户碎片化的用车需求，提供新能源
汽车的即取即用、分时租赁服务。 用户只需通过“摩范”
APP即可按个人用车需求预订车辆。“摩范”出行将致
力于给用户打造绿色、经济、智慧、便捷、时尚的出行方
式。“摩范”出行相较于出租车有着更为优惠的价格。下
载 APP、一键预定、智能下单、一键开锁、便捷还车、灵
活支付，整个用车过程方便、快捷。 (谭遇祥)

为出行立“摩范” 华夏出行亮相长沙

东风启辰市场部负责人熊发明在车
展现场接受媒体采访。

全新 T70 的上市预计将使
东风启辰销量得到稳步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