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5 日，一汽丰田携旗下包括全新第
12 代卡罗拉、亚洲龙 AVALON、卡罗拉双
擎 E+、全新 RAV4 荣放等十多款车型亮相
成都车展。

轿车板块， 一汽丰田全新第 12 代卡
罗拉展现出了产品与价格的双重竞争优
势。 全新第 12 代卡罗拉推出燃油版和双
擎版共 8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1.98 万元
-15.98 万元。

在 TNGA 全新架构之下， 亚洲龙
AVALON 有 2.5L 汽油动力版和 2.5L 双擎
版两种动力形式，6 种配置级别， 价格区间
为 20.88 万元 -28.98 万元。 作为一汽丰田
首款新能源汽车，卡罗拉双擎 E+ 的核心技
术是丰田混合动力车型的准四代产品，实

现了高效动力、超低油耗，有着更长的续航
里程和更好的电池耐久度。

SUV 板块， 一汽丰田旗下全新 RAV4
荣放亮相，基于 TNGA-K平台研发而来的
全新 RAV4荣放，自身产品力占据高位的同
时，更强化了一汽丰田 SUV家族整体实力。

在丰田汽车 TNGA 丰巢概念的加持
下，一汽丰田陆续推出了一批设计新颖、造
型动感的全新产品让一汽丰田的产品力更
加鲜活。而这其中，TNGA概念是一汽丰田
施展拳脚的基石， 从汽车本身性能表现到
品质监控、成本控制，再到生产方式、人员
管理等方面，TNGA 都让一汽丰田拥有更
强大、更完善、更领先的体系能力。

（谭遇祥）

9 月 5 日，广汽丰田首款量产纯电动轿
车 iA5 在成都车展正式上市，iA5 全系列共
推出三款车型， 在国家政策补贴后售价为
16.98 万元 -19.28 万元，不限行不摇号，可
直接获得新能源专属牌照。

iA5 基于第二代 GEP 纯电专属平台开
发，带来长续航、大空间、强性能、高智能的
产品魅力， 是目前国内合资车企中首款
NEDC 综合续航里程达 510km 的纯电轿

车，并享有广汽丰田卓越的品控流程和渠道
服务，直击新能源车续航及品质“痛点”。

广汽丰田是国内最早实现电动化车型量
销的企业之一，经过十年磨砺，以混合动力为
主的电动化车型累计销量已超过 20万台，更
积淀了深厚的用户口碑。以此为基础，广汽丰
田全线产品将提速“电动化”， 加速导入
HEV、PHEV和 EV新产品，未来几年，旗下
主力车型将全面覆盖电动化技术。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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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和核心竞争力， 提升品质对自主品牌的发展至

关重要。 每一家汽车企业都需要有不断更新造车技术，创新变革的精神，才

可在造车道路上走得更远。 作为“汽车生力军”，广汽三菱近年来在 SUV 市

场上独具风格的表现，与其自身对品质追求和技术革新密切相关。

匠心“质”造 S-AWC 四驱技术，带来无限“质”趣

技术是产品功能和性能的基础，更是品
质领先的保证， 而在深厚的技术加持下，车
辆的性能和品质才能实现更高“质”的提升。
众所周知，三菱汽车在 WRC 世界拉力竞标
赛屡创佳绩，辉煌的背后离不开 S-AWC 四
驱技术鼎力支撑。

S-AWC 超级全轮驱动控制系统整合
了对 4WD、AYC（主动横摆控制）、ABS 和
ASC 的控制，带有电控多片离合器中央差速
器、AYC 主动横摆控制系统，不仅提升了动
力输出和转向控制的效果，还提升了车辆稳
定性，并通过分配左右轮上的驱动力，让车

辆得到较好的加速性和安定性，从而
提升驾驶安全性和驾驶乐趣。

如果说可靠是一辆车的基
本保证，那么协助车辆拥有可
靠品质的便是 S-AWC 四驱
技术。 经过匠心制造和“魔鬼
式”磨砺，S-AWC 四驱技术
早已身经百战， 传承三菱优
秀 S-AWC 四驱技术，广汽三
菱全车系拥有超强的转向和
稳定性能， 是大众品质出行的
“可靠小助手”。

“质”高一筹的发动机技术，提升品质魅力

优秀的品质需要优秀的技术支撑，一辆
优秀的汽车，少不了拥有强劲动力的发动机
加持。 三菱发动机被称为“一代神机”，曾协
助三菱汽车在 WRC 拉力赛和达喀尔国际
赛中叱咤风云。 得益于多年拉力赛的参赛经
验，三菱在发动机的研究上具备别家企业不
一样的“菱魂”。

从搭载在 EVO 上大名鼎鼎的 4G63 发
动机，到欧蓝德的 2.0L、2.4L 自然吸气发动
机， 以及奕歌的 1.5T 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
机，三菱总是紧随时代发展步伐，将发动机
技术进行升级和创新融合，为大众提供行之
有效的品质出行。 值得一提的是，1.5T 双喷

射涡轮增压发动机作为三菱最
新发动机，其可根据不同工况，
选用不同喷射方式或组合方
式， 为车辆带来强劲动力，并
提升燃油经济性，满足车辆对
性能和经济性的需求。

“质”高一筹的三菱发动
机技术诠释了广汽三菱优秀品
质的风范，同时也让广汽三菱旗
下的每一款车都传承三菱百年造车
技术的基因， 不管是在城市还是沙漠，
承载三菱百年技术的广汽三菱汽车，都能给
驾驶者带来速度与激情的体验。

RISE 高刚性安全体系，让品质永葆称心

汽车作为出行的交
通工具，安全配置绝对是
产品站立市场的首要因
素， 更是消费者选择的基
本标准。三菱汽车拥有光彩

夺目的品质， 少不了安全体
系光芒的照耀， 这背后的光源

便是三菱深耕安心安全技术。
经过千锤百炼，三菱汽车铸造出一

套独门“黑科技”———RISE 抗冲撞安全

强化车身。作为车身重要抗撞击部位的
A 柱与门边防撞梁， 均采用最强的
980mpa 钢材，时刻保持车身构架的坚
固，不因冲撞而变形，最大限度地守护
车内人员安全，加上 7 个安全气囊全副
武装，刚柔并济，为出行保驾护航。

所谓“品质同源，技术同本”，广汽三
菱传承 RISE高刚性安全体系，已经深深
烙上三菱黑科技的品质烙印， 其凭借过
硬的安全性能， 致力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安心的品质保障。
对品质永无止境的追求， 是广汽三

菱专注造车的体现。 因为专注， 所以专
业， 传承了三菱汽车专业的匠心造车精
神，广汽三菱扎实的技术已经在 SUV 市
场上稳站脚跟， 并获得众多车主和消费
者的青睐。 未来，广汽三菱将继续把品质
放在第一位，承载光荣和梦想继往开来，
用专业和实力缔造新的传奇。

（本文图片均由谭遇祥提供）

参加达卡拉力赛。

高强度钢车身结构。

最优化底盘结构。

全球先进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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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到 车商摩拳擦掌“战长沙”

广汽三菱 |造车技术深耕百年，匠心制造品质优选

进入 9 月，“火炉”长沙终于告别酷热，
各大汽车 4S 店的客户到店逐渐“回温”。
“金九银十”，是传统的汽车消费旺季，但国
内车市销量连续 13 个月的同比下滑与 8
月份处于警戒线之上的库存指数， 让汽车
业界人士对已经到来的“金九银十”也不无
忐忑。

“金九银十”成色令人忧，但车商却已
谋定而动。 在刚刚过去的 9 月的第一个周
末， 有近 10 场汽车市场活动在长沙举行，
包括全新速派 、 捷达 VS5、 东风风光
580Pro 等新车纷纷“抢滩” 长沙。 9 月 9
日， 本土汽车经销商集团领头羊———湖南
永通集团也正式宣布旗下四方坪奥迪、奔
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等参与“2019 开福
区汽车消费节”，以“政府补贴 + 店面礼包”

的让利形式，吹响了“金九银十”冲锋号。一
曲由汽车人出演的“战长沙”正在湖湘大地
热闹上演。

险：8 月库存预警指数达 59.4%

中汽协数据显示， 自 2018 年汽车行业
遭遇 28 年以来首次负增长以来， 国内汽车
销量已连续 13 个月同比下降。 另据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9 年 8 月，汽车
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为 59.4%， 环比下降
2.8 个百分点，同比上升 7.2 个百分点，库存
预警指数位于警戒线之上。 库存预警指数越
高，意味着市场需求越低、库存压力越大、经
营压力和风险越大。

在长沙，无论是老牌汽车集散地中南汽
车世界，还是以雀园路 6S 街区、河西麓谷汽

车世界为代表的新汽车商圈，不乏因车库摆
放不了而将压库的新车蔓延摆放至店头路
边的经销商。 6-8 月间，一些业绩不佳的 4S
店面开始装修升级，悄然“变脸”成其他相对
热销的品牌， 个别火爆一时的 4S 店甚至悄
然关张，也让业内人士感慨不已。

燃：车商花式促销决战“金九银十”

进入 9月，随着天气转凉，消费者进店
看车意愿增强，经销商趁势迅速备战，各类
新车品鉴会、 团购会在长沙接二连三地展
开，花样促销让利为“金九银十”加油助力。
据不完全统计，9 月 7 日 -8 日，即这个“金
九”的第一个周末，长沙本地的汽车品牌活
动接近 10 场，其中团购便有 3 场。 以麓谷
斯柯达彤湘达 4S 店举行的速派团购会为

例，团购会在“放价”的同时还推出了签到
礼、互动礼、订车礼等多重好礼吸引客户下
订单……车商都在争抢“金九”先机，以期
打一场翻身仗。

10 月 31 日前客户到湖南永通集团旗
下四方坪奥迪、奔驰、一汽丰田、广汽丰田
这四家店购车， 不仅可享单店礼包， 价值
3688 元的集团礼包， 还可享受每台 2000
元的政府补贴。 笔者注意到，各品牌的单店
礼包都很实惠，比如华之杰奔驰，购车送两
年两万公里保养，价值 6000 元代步险保障
等等，加上 2000 元每台的政府补贴，可谓
诚意满满。

业内人士表示，9 月地方性车展活动较
多，上市新车也不少，加之 7 月 1 日国家购
置税新政正式实施及部分地区国六标准正

式切换，消费动能或有所改善，预计 9 月销
量与 8 月份相比将有所回升。 本土车商全
力出击，消费者是否买账，今年“金九银十”
成色究竟如何？ 相信时间将很快给出答案。

（刘宇慧）

一汽丰田 TNGA全员“征战”成都车展

广汽丰田首款纯电动轿车 iA5 上市

9 月 5-9 月 7 日，“发现 未历之境”广
汽三菱 2019 发现之旅一路穿行新疆， 广汽
三菱 SUV 车队携手数十位专业汽车媒体人
深入新疆腹地，进行“发现 未历之境”深度
试驾路线的探索。 带着“发现 不止所见”的
全新品牌口号，广汽三菱以勇于突破的挑战
之心，在新疆风景、人文等多元深度体验中，
在运动中释放活力，在旅途中分享乐趣。

如果说“千沟万壑动地来”的安集海大
峡谷是一道险境，那么魔鬼城的雅丹地貌便

是新疆大地上的极奇之境。9 月 6 日，广汽三
菱媒体车队奔向克拉玛依魔鬼城。 风堡呼
啸，沙尘低鸣，魔鬼城独有的雅丹地貌风景
之美令人沉醉， 但道路之险也同样令人生
畏，自驾前往必将与如箭般的风沙对抗。 在
出发前往的路途中，晨间的雾气、横风突如
其来，能见度不足 20 米，将为车队行进带来
更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好在欧蓝德、奕歌
配备 ACC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FCM 前方
防碰撞预警系统等智能安全配置，保障车队

安全无虞一路往前。
风烟俱净任意东西，繁华之外万千风景。

据悉，借此次深度试驾体验活动，广汽三菱希
望向社会传递“活力、运动、乐趣、分享”的正能
量品牌形象， 引领每一位不甘束缚的“发现
者”，以身心放松的状态，或近或远，或城市或
旷野，体会每一段旅程，收获不一样的心境和
感悟，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谭遇祥）

广汽三菱 2019发现之旅驶进新疆

欧蓝德。 广汽三菱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