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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 本刊记者接到了市民谭

先生的电话，在电话中谭先生叙述，

去年

12

月购买了一辆中兴汽车，当

时售价为

10.8

万元，现累计已行驶

了

9000

多公里。 该车刚买来不久，

他便发现车左前灯进水， 时亮时不

亮，不能正常提供照明，同时车尾的

高位制动灯和后窗刮水器也不能正

常工作，而最近连油表也坏了。据他

反映， 他曾多次与厂家和经销商进

行交涉，要求给予维修，但换来的却

是一拖再拖，不了了之。 另外，他发

现实际平均油耗与使用手册上的理

论平均油耗相差太大， 实际平均油

耗高出理论平均油耗近一倍。

接到投诉后， 本刊记者特地约

见了谭先生。经证实，谭先生所购买

的中兴

BQ6473

型汽车为

5

速手动

车型，该车左前灯、车尾的高位制动

灯和后窗刮水器、 油表都已全面瘫

痪；更有意思的是，使用说明书上的

理论平均油耗为

7.8L/100KM

，实

际使用过程中测试出的平均油耗竟

超过

15L/100kM

！ 随后，本刊记者

联系了中兴汽车相关负责人， 他们

得知情况后， 厂商迅速联络到了当

地经销商，对此事进行了核实。经销

商表示， 他们仅有一次谭先生的报

修记录。 而事实上，谭先生声明，光

服务投诉电话就打过多次。 对此厂

商与经销商没有作出过多解释，但

表示会马上对“问题”车进行全面检

测、维修。

事情好像已经告一段落， 谭先

生的一块心病好像终于盼到了寻求

已久的良方。可十多天过去，厂商们

又沓无音信了。至今，谭先生仍然开

着他的“问题车”，“不知道这烦恼何

时才能结束” 他无奈地跟本刊记者

如是说。

编者按： 谭先生作为消费者个

人，向商家进行维权的时候，得到的

是商家的多次推诿；直到媒体介入，

事情有曝光、越闹越大的趋势时，他

们的态度就有了判若两人的变化。

由此，读者能清晰的看到：首先，商

家完全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是要

等到火烧眉毛时他们才会出手，哪

管它出手前消费者的水生火热；另

外，在“首先”的基础上大家不难发

现，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商家对

自己品牌名声的重视， 而不是被誉

为“上帝”的消费者的利益的考虑。

中国人过快过大的汽车消费能

力掩盖了车企的很多毛病。 除了车

价的水份像挤牙膏般被逐渐稀释

外， 企业在对有缺陷的汽车实行召

回上并不积极主动， 经常能够看到

某个品牌的车型在国外被召回了，

而中国的消费者却很少能享受如此

待遇。

“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要打

小怪兽”。 在中国，车企与消费者的

关系好似“奥特曼”与“小怪兽”。 故

事中，车企长期扮演着“奥特曼”，受

伤的一直都是消费者的“小怪兽”角

色，如果消费者习惯了、乏了、怕了，

没有了“小怪兽”，“奥特曼”是否还

能够神勇威武，精神焕发？

购中兴，烦恼何时休？

6

月

26

日，“驰骋绿茵 ， 应变自

如”一汽丰田

RAV4

趣味试驾会在长

沙星沙公园隆重举行， 本次趣味试驾

将世界杯与汽车试驾完美融合， 开创

了长沙汽车行业试驾的先河

,

同时为

既是车迷又是球迷的市民送上了一份

贺礼。

本次趣味试驾采用的赛道非常专

业，高低不平，坑洼错落，时而水塘，时

而陡坡， 最宽距离也仅能无缝隙并排

双车通行，属于典型越野赛道。这对于

车辆各方性能考验非常之高， 对于驾

驶者心理素质、 驾车技术的考验大幅

超越驾证考试。 在如此

复杂的行车环境下 ，活

动还要求试驾者完成

4

个环节的比赛， 上场进

入世界杯国家队， 队友

配合传接球， 盘带运球

过人， 最后是人车合一

射球门， 每一个环节丝

丝入扣， 竞技性试驾比

赛融入足球元素更添趣

味。

本次活动对人和车

的要求比较高， 加之赛

道崎岖， 突发危险概率

有所上升， 但整个活动

审慎筹备多时， 各个环

节考虑周详， 除了每车配备专业陪驾

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外， 在赛段较为危

险的地方巧妙地设立游戏环节， 使试

驾者必须下车进行游戏， 在不知不觉

中度过危险赛段，杜绝危险事件发生。

本次活动在各方引起了不小的关

注，甚至掀起了一个试驾游戏的热潮。

对于许多车迷来说是个一试身手的大

好机会，同时又兼顾到部分球迷，作为

本次活动的邀请参与嘉宾， 在试驾会

上确实得到了一些优待， 但这并不影

响整个活动的进行， 算是一个小花絮

吧。 （姚人愷）

灵动外观 舒适空间

第一眼看到凌傲，感觉就是一

个字：酷。 外观设计时尚、动感，车

身曲线过渡柔和、平顺。

2460mm

的整车轴距， 短前后

悬 、宽轮距的布局 ，整体内部乘坐

空间还是相当不错的。 对于我这个

身高超过

185cm

的人来说，每次试

驾一款车最关心的就是头部空间，

而身处凌傲之中并没有任何压抑

的感觉。

更齐全的配置

在配置上 ， 凌傲超值版升级

为标配前 、后雾灯 ，即使在极端天

气也能行驶自如 ，方便实用 ，尽显

贴心呵护 ，而在控制装备上 ，遥控

中央门锁 、四门电动车窗 、后雨刮

器 、后窗热线除霜等配置 ，一应俱

全。

至于舒适配置， 手动空调、前

排可调座椅 、

CD+USB+MP3

接口

等装置都极大地增强了运动轿车

的便利和舒适。

更强劲的动力

长城在发动机领域一直处在

国内领先地位，而超值版凌傲的动

力系统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配备凌

傲的是

GW4G15

全铝

VVT

发动

机 ， 最大功率

77kW

， 最大扭矩

138N

·

m

， 同时配备了手动和

CVT

两款变速箱。

优秀的发动机带来出色的动

力性，在试驾中记者感受到超值版

凌傲加速性能优秀，动力性要比同

级车出色很多。 凌傲在急加速起步

及连续换挡加速，能够表现出优良

的性能 ；即使在高速行驶下 ，整车

也没有轻飘感，动力性完全可以媲

美

1.6L

车型。

更便利地操控

开上超值版凌傲后的第一反

应就是“顺手”，丝毫没有接触新车

的生涩， 各方面配合都非常协调。

超值版凌傲拥有扎实的底盘，其车

身更是采用了多种不同强度的钢

板制造，刚性很强。

在不平坦路段上行驶时，超值

版凌傲的车身侧倾适度 、 姿态稳

定，且方向盘反馈力度适中，指向相

当准确。而在低附着路面行驶时，超

值版凌傲刹车系统的充沛力量则得

以体现，车的停、动非常容易控制，

切身体验收放自如的人车合一境

界。

更贴心的安全

凌傲封闭框架式车身结构使得

车体刚性大幅度提升， 博世

8.0

版

ABS+EBD

，配合前后防撞梁及车门

内的加强防撞梁， 形成坚固的堡垒

式乘员舱。 此外， 奥托立夫安全气

囊、 三点固定预警式安全带等都为

乘客提供了充分的安全保护。

另外， 凌傲超值版的维护和保

养费用相比同级车要低，

3

年或

10

万公里的质保在

5

万区间的小车中

相当难得，由此可见，厂家对于自家

产品过硬品质的信心。

6

月

25

日，华中地区的业余高手齐聚武汉

天外天高尔夫球场，

2010

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

夫球精英赛武汉站的比赛在追逐中开幕。

2010

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精英赛由

一汽丰田旗下的皇冠品牌全程冠名赞助。 一汽

丰田特为本赛事设立总额为

120

万元人民币

的“皇冠高尔夫精英训练基金”，每站城市选拔

赛与全国总决赛均设有一杆进洞奖， 奖品为全

新皇冠轿车一辆。

作为一种寓儒雅于精致的休闲方式， 高尔

夫球运动挥扬舒缓间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知性之

美，与皇冠刚柔相济、亦动亦静、包容大气的和

谐之道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皇冠历经

13

代演

变，在市场上长盛不衰，同样具备积极进取、不

断完善的理念。

换代后的全新皇冠更大气、更豪华，透露出

一种自信与胸怀， 是一款具有人性化科技魅力

的高级车。广大车主普遍认为，全新皇冠车超过

5

米的车长，更加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乘坐

更舒适； 蕴含

VDIM

车辆动态综合管理系统、

ACC

自适应雷达巡航控制系统等多项世界领

先的尖端科技，安全性全面提升；营造世界顶级

的行驶静谧性， 长时间高速行驶也不会感到疲

倦；在这个标榜动力、炫耀运动性的时代里，全

新皇冠坚守更人性、更舒适的理念，令人刮目相

看。

全新皇冠上市后，连续成为全国“两会”用

车及上海世博会接待用车， 以其大气至臻的品

质，获得中外贵宾的一致好评，彰显了皇冠作为

高端行政商务轿车典范的地位。 迄今平均月销

量保持在

5000

辆以上，印证了中国消费者对皇

冠品牌和全新皇冠的推崇与热爱。

6

月

26

日，一场为期两天，别开

生面的 “挑战科鲁兹美女赛车手，赢

取上海世博免费游”的汽车挑战赛在

长沙世界之窗前坪举行。 此次“挑战

科鲁兹美女赛车手”的比赛环节也是

经过了精心的设计，让参赛选手在参

与的过程中不仅感受挑战的乐趣，亲

身体验了驾驶科鲁兹“越狱”的感觉，

同时传递了雪佛兰科鲁兹的年轻时

尚的品牌精神，而雪佛兰科鲁兹的卓

越驾驶品质和感受更是让现场试驾

者大呼过瘾。

本次活动由 “贪食蛇”、“金蛇狂

舞”、“快乐贴贴贴”、“左右逢源”等四

个环节组成，由参赛选

手驾车完成 。 活动现

场，选手们精彩的闯关

表现获得了阵阵喝彩，

当每位成功闯关的选

手敲响胜利之钟的那

一刻，现场更是掌声不

断；也有的选手因为车

速过急而频频犯规，让

现场观众也不禁为之

捏了一把汗，同时在现

场游戏区域设置了世

界杯 “汽车射点球”的

活动，也是吸引了现场

众多客户热情参与。 赏

美女，过车瘾，赢大奖，三重惊喜自然不

容错过，现场气氛异常活跃。

本刊记者从上海通用雪佛兰大区

市场经理张轶峰处获悉 ， 自科鲁兹

2009

年

4

月上市以来，销量持续增长 ，

短短一年时间，科鲁兹在全国的销量就

高达

15

万台，拥有了大量客户。值科鲁

兹上市周年，回馈

15

万车主之际，更是

对潜在车主开展促销以及试乘试驾活

动，促销礼品包括无骨雨刷、油漆维修

券、保养券及精品券等多重好礼；试乘

试驾活动则将继续延续科鲁兹

WTCC

血统，再度掀起战神热潮，为品牌树立

口碑。 （姚人愷）

如何避免水箱开锅？

猎豹飞腾时尚版 1.5L

带动广汽长丰成功转型

购

车

已

不

再

是

什

么

新

鲜

事

。

拥

有

汽

车

能

享

受

到

方

便

，

体

验

到

尊

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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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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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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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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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女赛车齐舞

雪佛兰科鲁兹长沙拼车技

作为有着

60

年

SUV

制造经验

的汽车厂商 ， 广汽长丰一度是国内

SUV

市场的领头羊。 近几年来，随着

轿车化的城市

SUV

被市场广泛接受，

以生产专业越野车为主的广汽长丰迫

切需要转型， 在巩固和提升公务市场

的份额同时，积极进军城市家用

SUV

市场，提升市场份额。 为此，重组后的

广汽长丰推出了第一款新车———猎豹

飞腾时尚版

1.5L

，并于

5

月

27

日起全

国陆续上市，向城市家用

SUV

市场的

旧有格局发起冲击。

作为广汽长丰产品转型的战略

车型， 也是广汽长丰合作重组之后推

出的第一款全新车型， 猎豹飞腾时尚

版

1.5L

无论是内在品质还是外在细

节，都有了质的提升。 同时，为进一步

满足私人用车市场的需求， 在今年的

北京车展上， 广汽长丰发布了全新的

服务品牌 “广汽长丰 关爱全程”， 并

制订了“

158

标准化服务流程”。

“只重形象越野，不重性能越野”

的“偶像派”

SUV

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而兼具舒适性和高通过性的几款高端

SUV

如路虎、兰德酷路泽等又因价格

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因此

10

万元

以下的家用

SUV

市场存在着无限的

市场空间。 广汽长丰适时推出猎豹飞

腾时尚版

1.5L

，正是瞄准了家用

SUV

市场这块巨大的蛋糕。 首批上市的猎

豹飞腾时尚版

1.5L

豪华型，厂家指导

价为

9.48

万元。 接下来，广汽长丰还

将相继推出其他配置的车型， 以满足

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除了产品的专业品质外，猎豹飞

腾时尚版

1.5L

还拥有时尚智能、经济

节能、全面安全等多项技术优势。 猎

豹飞腾时尚版

1.5L

配备中高级轿车

才有的多功能

VFD

数显仪表盘 ，可

调节背光亮度， 全液晶显示转速、时

速等信息，科技感十足。 它装备成熟

可靠的三菱

4G15S

发动机，额定功率

输出达到

78kw/6000rpm

， 额定扭矩

可达到

130nm/4500rpm

，百公里经济

油耗仅为

4.7L

，具有国内同级别城市

SUV

所无法比拟的经济性。在安全装

备方面，猎豹飞腾时尚版

1.5L

采用全

承载式车身设计 ，

A

、

B

、

C

柱刚性加

强 ，四门防撞钢梁 ，同时配备双安全

气囊 、

ABS+EBD

、 三点式预紧安全

带 、四探头倒车雷达 ，全面呵护行车

安全。 谭遇祥

夏日骄阳似火，不仅我们自身深受其苦，

爱车也难逃其难。“发动机过热、水箱开锅”为

常见的夏季汽车“季节病”。 根据国外权威机

构统计

,

高速公路上最普遍的故障来自冷却

系统，而它一旦发生损坏或过热（开锅），将直

接导致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等关键部件的严

重损害。由此可见，冷却系统如果受到损害其

后果决不只是更换水箱而已， 而是使您的爱

车大伤元气。

冷却系统是汽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动

机和自动变速箱工作时产生的高温主要依靠

冷却系统散发， 炎热的高温对整个系统的散

热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而系统内部的垢

污（俗称水垢）不仅大大降低散热功能，而且

其所含的腐蚀性物质将对金属部件造成损

坏。

精心的养护远胜于故障后的维修， 因此

我们应当定期进行冷却系统保养 （如奥孚冷

却系统深化保养）。该保养不仅能清除冷却系

统内的所有锈蚀和水垢，提高冷却效果，还能

有效防止起泡和发生有害的电离反应， 防止

腐蚀、气蚀和过热，延长冷却系统寿命，避免

发动机和自动变速箱因过热而受到损害造成

的高额维修费用。 谭遇祥

激情世界杯

完美 RAV4极限试驾

姚人愷

不同于炫丽的时尚和酷熊的个性

十足，凌傲的定位是“新一代运动型高

品质轿车”。 凌傲锋锐灵动的运动外

形， 让人看了第一眼就忘不了。

4

月

份，长城汽车正式推出了凌傲超值版，

在性能、配置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

今天

1.5L

测试车就摆在面前，让

我们看看凌傲超值版到底有什么与众

不同的地方！

爱车养护课堂

2010皇冠杯中国业余

高尔夫球精英赛武汉站开赛

灵随心动 乐享超值

———试驾凌傲超值版

本刊记者 王天笑

长城凌傲外观

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永江秀久在

为

2010

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精英赛武汉站开球

“挑战科鲁兹美女赛车手”活动现场

一汽丰田

RAV4

趣味试驾会现场

２０10

年

7

月

1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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