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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广汽三菱“2018 寻找丝路上的
美丽乡镇”活动出发仪式在湖南长沙拉开序幕。
延续“寻找美丽乡镇”和“丝绸之路万里行”两大
主题活动，2018 年， 广汽三菱将携手中央电视
台，前往“国家品牌计划———广告精准扶贫”项
目的扶贫乡镇，深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找寻
各地美景与爱心交织的印记， 助推贫困地区增
收脱贫，深化公益初心。

传承丝路精神，
携手中央电视台精准扶贫

夏季骄阳似火， 在飘扬的旗帜下， 由欧蓝
德、帕杰罗、祺智 PHEV 组成的寻美车队，在广
汽三菱广场整装待发。 即将于下半年投产的潮
流车型奕歌，更是惊艳亮相启动仪式现场，秒杀
一众“菲林”。

伴随发车旗挥动，寻美车队开启了“传递爱
心 发现生活之美”的公益序章。 为贯彻落实习
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中央电视台推
出了 2018 年“国家品牌计划 - 广告精准扶贫”
项目，面向全球推介来自我国 8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贫困地区的 44 种特色农产品，助推贫困

地区的人民增收脱贫， 让更多人知道当地的特
色农产品。

在 2018 年“寻找丝路上的美丽乡镇”大型
企业公益活动中，广汽三菱将携手中央电视台，
带领全国的车主朋友们走进丝路上的美丽乡
镇， 走进屏幕中的贫困地区， 切实拉动当地经
济，以品牌传播助推地方产业发展，共同建设美
丽中国，传播公益正能量。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2018 寻找丝路上
的美丽乡镇”将走进湖南、云南、西藏、重庆、陕
西、贵州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从繁华都市走
进偏远乡镇，从城市霓虹到自然生态，用全新的
视角展现新丝绸之路上的活力与激情， 传承丝
路文化，探寻美景，感受各地人民的安居生活。

寻找大好河山之美，
全系车型为爱保驾护航

自 2014 年起，广汽三菱持续开展“寻找美
丽乡镇”和“丝绸之路万里行”两大主题活动。

“寻美之旅”从三湘四水走到五湖四海，行程超
过 6 万公里，活动参与人数超 3000 人，开展公
益活动近 40 场，开创了多项湖南省大型活动之

“最”， 并获得由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颁发的
“爱心企业奖”，尽显企业公民的社会担当。

“丝路之行”跨越 10 余个国家、数十个核心
城市，完成连接海上丝路与陆上丝路的壮举。作
为第一家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车企，广
汽三菱通过人文历史的视角传播丝路文明，见
证“新丝路”的最新发展。

在活动中， 众多车主不仅为广汽三菱的公
益“爱心”感动，更体验到企业的“匠心”品质。依
托三菱汽车的百年技术底蕴和广汽集团世界五
百强的精湛品质，广汽三菱匠心汇聚的欧蓝德、
劲炫、帕杰罗与车主一起，穿越平原、越过山脉、
驰骋沙地， 一路护航开道平稳前行， 尽显专业
SUV 非凡的全地形能力和匠心品质，获得车主
的一致好评。

践行公益，步履不停。 通过对“寻找丝路上
的美丽乡镇” 这一品牌活动的持续开展和丰富
创新，广汽三菱不断深化“企业公民”的内涵，带
领消费者发现乡镇之美， 展现丝路上的文化魅
力，继续践行公益初心，传递社会正能量，以文
化传承弘扬丝路精神，以社会责任为爱护航。

（谭遇祥 刘宇慧）

广汽三菱“2018寻找丝路上的美丽乡镇”长沙出发

精准扶贫，寻美丝路

在株洲炎陵这个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
氏的安寝福地，深山处“藏”着畅销海内外的高
山黄桃。 得益于独特的地理环境，炎陵昼夜温
差高达 15℃， 日照时间长使黄桃糖分沉积，口
感更香甜。 黄桃漂亮的外观和独特的口感深受
大众喜爱，因此成为了当地果农收入的主要来
源。

8 月 3 日 -4 日，“2018 寻找丝路上的美
丽乡镇” 活动抵达株洲炎陵海拔 1100 米的坳
头村黄桃园， 不仅让车主体验一回“果农生
活”，也让更多的人了解株洲炎陵，了解当地的
文化和特产。

为了助推“精准扶贫”，助推当地经济的发
展，广汽三菱也与当地联群水果种植合作社共
建果园，表示企业对炎陵种植业的支持，用实
际行动履行优秀企业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本次

“寻美”途中，车主们还结合炎陵当地特色旅游
资源，参观了红军标语博物馆和炎帝陵，通过
人文历史的视角传播丝路文明，探索中华文化
淳朴之美，实现公益与文化的完美交融。

为了让打破农户与消费者的壁垒，推动众
多优质农产品的产业发展，广汽三菱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战略，携手中央电
视台， 助力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登上荧幕，打
开“广告精准扶贫”的公益序章，使炎陵黄桃畅
销海内外； 并且带领媒体和车主们走进乡镇，
体验旅游经济， 增进他们对当地农产品的了
解，扩大地方产业的覆盖面。

烈日当空，广汽三菱“2018 寻找丝路上的
美丽乡镇”株洲站的活动顺利结束。 两天一晚

“寻美”的旅程充满了欢声笑语，美丽的大自然
风光令人流连忘返。 下一站，车队将出发云南

昭通，届时会有怎样的美丽等着车队探寻？ 值
得期待！

（谭遇祥 刘宇慧）

2018“寻美”之旅抵达株洲炎陵

进入一年中最难熬的三伏天，“烧烤”
模式下的长沙将人纷纷逼进了空调房。 但
有这么一群人却是例外， 他们不顾烈日暴
晒，不顾被汗水湿透的衣衫，辛勤地在户外
奔波着，只为提前抢滩即将到来的“金九银
十”。 他们，是吃得苦、霸得蛮、耐得烦的汽
车人。

近日，包括宝沃、广汽传祺、吉利、江淮在
内的多家车企，纷纷在长沙推出试驾、实测等
趣味性的体验式营销活动， 让旗下车型进一
步走近意向消费者，提前备战“金九银十”。

宝沃 SUV 家族挑战赛圆满举行
8 月 5 日，以“等着我，勇敢‘趣’战”为

主题的 2018 年宝沃 SUV 家族挑战赛在长
沙炜坤宝沃旗舰店举行。 本次挑战赛精心
设置了包括单轮脱困、颠簸路、碎石路、蛇
形绕桩等丰富的试驾项目。 宝沃 SUV 家族
凭借领先同级的驾控性能、“宝沃安全时·
空”及德国品质保障，经受住了全部试驾项
目的考验，在试驾场地尽显锋芒。

活动现场， 试驾者给宝沃汽车在全部
挑战项目中的卓越表现打出了高分。 宝沃
SUV 家族在转向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稳健车
身姿态以及“短平快”的制动表现也给消费
者留下深刻印象。

传祺三“8”试驾品鉴会长沙绽放
7 月 31 日，广汽传祺“驭享新豪华传祺

GA8、GS8、GM8 试驾品鉴会”在长沙举行，

试驾者全方位感受了传祺产品的品质魅力。
试驾现场，豪华旗舰级轿车 GA8 沉稳

大气的外观和做工精湛的内饰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经受了滑轮组、炮弹坑、涉水池、侧
坡、 阶梯路等多种地形严苛考验的传祺
GS8，带来了越野乐趣；动力输出线性平顺、
柔和却不拖沓、 底盘调校兼顾操控平稳度
和舒适度的传祺 GM8 则让人在静谧的车
厢内享受和头等舱一般的奢华体验。

江淮 iEV6E“万里公测”抵达长沙
7 月 28 日，江淮 iEV6E 新品“万里公

测第一跑” 继武汉震撼开跑之后， 一路南
行，穿行八百里洞庭，来到长沙。

万里公测， 是江淮新能源推动电动汽
车在中国的普及，打赢蓝天保卫战，留住青
山绿水，建设美丽中国的努力探索。 自 6 月
26 日江淮 iEV6E 运动版和升级版联袂上
市以来，“万里公测第一跑” 的车队从北京
首发，横跨天津、雄安、济南、郑州、武汉，已
经行程几千公里，历经从北至南不同路况、
气候的考验。 长沙站之后，“万里公测第一
跑”车队将出征深圳。

据介绍，此次“万里公测”的主角江淮
iEV6E 运动版， 最大续航达 390 公里，
0-50 公里 / 小时加速仅 5 秒，百公里使用
成本不足 8 元， 是江淮新能源 5-7 万元纯
电动汽车市场的“拳头”产品。 目前，江淮新
能源已形成 A00、A0、A、B 级车产品矩阵，

有多达 8 款综合工况续航超过 300 公里的
车型对外销售，充分满足市场需求。

帝豪 GL 上演平民版“速度与激情”
提到赛车，你会想起什么？运动？漂移？

改装？ 方程式？ 速度与激情？ 在很多人的眼
里，赛车是一项贵族运动，因为对资金有高
要求，很多普通消费者被拒之门外。 吉利打
破了这个规则。 8 月 4 日 -5 日，2018 吉利
帝豪 GL“超吉联赛”来到长沙，带来改装后
的吉利帝豪 GL 赛车，让长沙的普通消费者
有了近距离体验“速度与激情”的机会。

据悉，“超吉联赛” 是吉利汽车主办的
专业房车赛事， 赛事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2006 年。 本次 2018 吉利杯“超吉联赛”首
次选用吉利 3.0 代精品车型 2018 款帝豪
GL 作为原型车改装。 作为一款实打实的比
赛用车，帝豪 GL 赛车在原型车基础上进行
了升级进化。 去掉了舒适的座椅、内饰装饰
板、空调等套件，减去一切多余的重量，加
装赛车高强度防滚架、 加大进气口以及更
符合人体包裹的赛车座椅等。 通过本次赛
事，帝豪 GL 高性能的运动基因和过硬的产
品力被更多消费者熟知。 （刘宇慧）

三伏天里体验营销忙不停
车企提前备战“金九银十”

日前， 海马汽车倾力打造的战略产
品———二代海马 S5 正式上市。 新车共推出
8 款车型，3 种动力总成， 官方指导价仅
6.98 万元 -10.98 万元。

二代海马 S5 是运用全新海马家族化
设计语言的开山之作，“强健、运动、时尚、
性感” 的设计理念充分满足当下年轻消费
者对颜值的诉求。

二 代 海 马 S 共 搭 载 1.6L+5MT、
1.5T+6MT、1.5T+CVT 三种动力总成 。
1.5T强动力发动机的最大马力 163Ps，最大
功率 120KW，峰值扭矩 223Nm。 采用可变

气门正时（VVT）、可变进气歧管、小惯量涡
轮等成熟技术， 并配备博世新一代电子节气
门体，进一步降低油耗。 二代海马 S5后续还
将推出 1.6TGDI+6AT 车型，1.6TGDI 发动
机由海马汽车与德国 FEV 联合研发，峰值
扭矩 280Nm，最大马力 185Ps。

智能配置方面， 二代海马 S5 配备
moofun 移动互联人车生态系统，搭配来自
科大讯飞的智慧语音交互系统。 百万像素
超清 360°随动 3D 影像、 自动驻车系统、
超清行车记录仪为行车安全提供了全方位
的保障。 （何尚武）

7 月 30 日 ， 一 汽 - 大 众 首 款
SUV———T-ROC 探歌在深圳上市， 新车
共推出 8 款车型， 售价区间 13.98 万元
-20.98 万元。

作为一汽 -大众为年轻用户量身打造
的纯正德系 SUV，T-ROC 探歌是一汽 -
大众持续推进品牌年轻化战略的重要一步。
它拥有时尚个性的外观造型、令人惊喜的内
部空间、 极致的操控体验和至高的安全保
障，另全系标配车顶行李架、后泊车雷达、胎
压监测、大面积底盘保护、自动驻车、电子手

刹、LED日行灯及 LED尾灯等诚意十足的
配置， 同时多达 14种选装配置方案也极大
满足了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发布会上，一汽 - 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刘亦功表示，“作为一汽 - 大
众大众品牌 SUV 战略的开山之作 ，
T-ROC 探歌的到来， 将全面开启一汽 -
大众 SUV 时代，同时它更将以‘重新定义
紧凑级 SUV’的领先实力，重塑细分市场
格局，助力更多年轻人实现自己的梦想。 ”

（谭遇祥）

一汽 -大众首款 SUV� T-ROC探歌上市 二代海马 S5� 6.98万元起售

日前，长安马自达“星·生活之旅”在青岛
扬帆起航。 长安马自达将新Mazda3� Axela昂
克赛拉、 第二代 Mazda� CX-5 产品魅力融入
到星座生活的探索之旅中。

据介绍，长安马自达“星·生活之旅”征途
超过 3300 公里，无论是崎岖的山路，还是繁华
的道路，“魂动双子”始终为每一位驾乘者提供
着酣畅淋漓的驾乘体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长安马自达将继续为广大用户、粉丝带来耳目
一新的品牌体验。

2018 年上半年， 长安马自达销量实现同
比近 14%的增长，远超车市整体增速。 在强者
如林的中国车市，小体量的长安马自达走出了
一条卓具特色的发展之路。优异的成绩源于长
安马自达在品牌、营销、用户三大领域扎实推
进“T124 特色精品战略”，深刻践行“用户 +”
思维。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付
远洪表示，品牌形象的构建是一个不断勇敢尝
试的过程。 他认为，对技术执着到“偏执”的长
安马自达与专注、理性、爱钻研的“理工男”形
象有着高度的吻合。“理工男”的长安马自达要
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学会如何“包装自己”，让
更多粉丝看到自己的价值。 基于此，2018 年，
长安马自达以“致生活·不辜负”为传播主题，
开启了向创新生活方式品牌的全面进化。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长安马自达将继续秉持“致生
活·不辜负”的理念，通过特色产品、特色营销
为广大用户、粉丝带来耳目一新的品牌体验。

（谭遇祥）

长安马自达
“星·生活之旅”青岛起航

广汽传祺 GS8 挑战倾斜角度近 40°的斜坡。 （广汽传祺供图）

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张跃赛致辞。

“寻找丝路上的美丽乡镇”启动仪式。

广汽三菱党委书记陈小沐宣布发车。 （本文图片均由广汽三菱提供）

广汽三菱车队行进中。
（广汽三菱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