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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 ，

2010

长安马自达

第二届“汽车运动会”将在长沙贺龙

体育馆东广场掀起新一轮竞技风

暴。 届时，长沙市民不仅可以通过精

心设置的“五感”模式体验

Mazda3

、

Mazda2

系列车型的过硬品质， 出色

的“行转停”操控性能，更可以享受

长安马自达和经销商专为本次活动

提供的超值购车优惠。

此次汽车运动会在

2009

年的

成功经验上增加了更多内容， 主要

设置有启动及会标发布仪式、 环保

主题体验、安全驾驶讲堂、团队授旗

和场地竞技、现场颁奖等环节，此外

长沙知名

HIPHOP

乐队也将到场助

阵，与现场车友激情互动。 同时，热

爱汽车驾驭的车友届时有幸亲眼目

睹专业车舞表演， 长安马自达的高

层也将赴现场与长沙的车友们共享

周末激情。

据悉 ，在保持了

2009

年 “运动

基因”的基础上，第二届 “汽车运动

会”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创新，尤

其是在“五感体验”模式下 ，参与者

可通过“看、听、触、感、驾”五种方式

体验马自达品牌及家族车型的卓越

性能与品质。 在品牌体验层面，活动

现场设立两个 “品牌专区 ”，分别对

“

Zoom-Zoom

” 核心理念及长安马

自达品牌主张进行诠释， 并辅以环

保主题互动。 此外，“安全驾驶知识

讲堂” 将为广大车友们带来实用的

安全驾驶技能培训。

11

月

13

日的活动将在当天上

午、下午各举办一场。 本届“汽车运

动会” 的重头戏场地竞赛集中体现

了本次活动的专业性和竞技性 ，参

与者将深度体验竞技车型在 “行 、

转、 停” 三项重要性能指标上的特

点，并决出本站比赛的冠军。 主办方

为参赛者准备了丰富的奖品， 旨在

为车友们搭建一个体验汽车竞技运

动和文化的平台。 据从经销商处了

解到， 为助阵活动并回馈长沙地区

消费者，本次活动期间长沙

4S

店推

出一系列优惠购车大礼。

作为今年长安马自达力度最大

的全国推广活动，长沙站后“汽车运

动会”还将在厦门、佛山 、上海等城

市展开 ，一直持续到

12

月 ，每站活

动的冠军将有机会参加南京收官战

的全国总决赛。 （谭遇祥）

相关链接：

长安马自达第二届 “汽车运动

会”报名方式：

活动官方网站 ：

www.chana-mazda.

com.cn

免费报名热线 ：

800-807 2777

（座

机）、

400-800 2777

（手机）或咨询当

地经销

随着燃油价格的不断上涨 ，

用车成本的增加， 与之相应的车

主对汽车“胃口”的关注程度越来

越高。 据资料统计表明：相同品牌

的同一车型在不同的驾车员的使

用下其用油情况有

15%

左右的差

别。 为养成良好的节油习惯，降低

自己的用车成本， 这期和您一起

分享的节油秘诀是：

4．

勤换档位：

如果您的爱车是手动档变速

箱，那么您在驾车时一定请记住：

什么样的速度就换什么档， 尽量

保持车速与档位的一致性。 当车

速与档位不一致时， 不但发动机

的磨损加快，噪音增大，还耗费了

您更多的燃油。

5．

少用车载设备：

尽量少用车载设备， 车载电

气设备的使用加大了您爱车的电

能损耗，也就是加大消耗燃油。

6．

定期进行燃油系统保养

汽车每行驶一段时间， 燃油

系统内就会积累下一定的积碳 、

油泥和其他沉积物。 而附在喷油

嘴 、 进气

门燃烧室

等处的积

碳正是增

加油耗的

罪 魁 祸

首 。 专家

建 议 ， 燃

油系统每

两万公里

要进行一

次免拆清

洗 保 养 。

如奥孚燃油系统深化保养能有效

清除发动机喷油嘴、 进气门和燃

烧室中的积碳和胶质，消除故障，

从而达到改善燃烧， 节省燃油的

目的。

（谭遇祥）

2010长安马自达经销商服务技能竞赛

全国总决赛在长沙成功举行

亲历“行、转、停” 体验“五感”模式

长安马自达第二届“汽车运动会”长沙站开赛在即

10

月

28

日， 北京汽车自主品

牌小型车战略平台启动暨

BC306Z

生产线贯通测试庆典， 在北汽湖南

株洲基地隆重举行。 以“自主研发，

国际合作” 理念开发的北汽小型车

BC306Z

，即将成为引领北汽力闯小

型车市场的“强兵悍将”。

此次活动值得注意的是， 自主

品牌小型车战略平台被视为北汽未

来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环， 也是北

汽股份公司成立后又一重大动作。

北汽在小型车领域上可谓大手笔投

入、高效率运作。

据介绍 ，该

平台以 “自主研

发 ， 国际合作 ”

为 产 品 开 发 设

计 理 念 ， 与 国

际 、国内知名公

司合作 ，开发系

列化 、平台化的

产品。 北汽在产

品 研 发 概 念 阶

段 ，已对国内和

国 际 市 场 进 行

了充分的调研 ，

包 括 微 客 的 发

源地日本 ，以及

MINI VAN

车

和

CDV

车发达的欧洲； 此外购买

了大量的国际国内同类产品的样车

进行对比试验和解剖研究。

作为自主品牌小型车战略平台

的北汽株洲基地， 在建设过程中充

分学习北京现代、 北京奔驰等成熟

经验， 仅用

18

个月就已基本建成，

形成生产能力，创造了“株洲速度”

的奇迹。 该基地首期总投资

25

亿元

人民币，以最先进的技术，树立中国

小型车尤其是微客制造质量的标

杆。

北汽之所以如此重视小型车尤

其是微客战略， 关键在于这一全新

战略平台， 不但填补了北汽的战略

空白点，而且踏准了市场节拍，顺应

了庞大的市场需求。 据分析，目前四

大汽车集团都拥有微客产品， 尤其

是上汽与长安， 微客几乎占据总体

销量的半壁江山。 同时，北汽之后的

广汽集团， 已经通过收购吉奥快速

切入微客领域。 因此，对于北汽集团

而言， 进军微客领域不但能够完善

产品谱系，更能够成为“立足前五，

进军前四”的杀手锏。

此次北汽进军微客领域， 可谓

是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 在倡导低

碳节能的消费环境之下， 小型车市

场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政策推动力。

目前，小型车尤其是微客，成为销量

最大的细分市场。以上汽通用五菱、

长安等主导的微客市场正以每年超

过

20%

的行业增速， 引领车市销量

不断迈上新台阶。 而其中长轴宽体

细分市场

2009

年更是呈现爆发式

增长，同比增长达到

1014%

。 北京汽

车正是看到了这一市场的巨大潜

力， 开发了包括

BC306Z

在内的一

系列长轴宽体车型， 不仅满足消费

者对于承载能力和承载空间大型化

的需求， 同时在安全性和舒适性上

也有显著提升。 （谭遇祥）

北汽小型车平台启动 市场面临洗牌风暴

“先上赛场 后上市场 ”是力帆

汽车一直以来奉行的市场策略 ，一

场场残酷的拉力赛不断证明着 “力

帆制造”的卓越性能。 为了将自身优

势更加全面的表现出来， 力帆汽车

再上特技场，

10

月

30

日， “力帆汽

车巅峰特技秀” 在长沙市中南汽车

世界火热上演， 包括新上市的

520

领航在内的力帆汽车旗下多款车

型， 为观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的视觉

盛宴。

在现场嘉宾为

520

领航揭幕以

及汽车宝贝热舞环节之后， 特技秀

正式开场。 首先出场的的是

4

台力

帆

520

领

航 ， 在列队

入场后

4

台

车以龙队型

绕 场 一 周 ，

别出心裁的

亮相让现场

气氛顿时高

涨 起 来 ， 在

观众的欢呼

声中 ， 它们

迅速变换队形， 以战斗机队型穿过

全场，场面颇为火爆。

队列表演之后是更加精彩的

穿桩表演， 游龙穿桩、 多车同步穿

桩、多车交叉穿桩、单车对穿 、多车

对穿、 多车同步对穿……光名字就

已经让人应接不暇， 更不用提现场

车技表演的精彩程度， 观众的欢呼

声也因此一浪高过一浪。 当然，本环

节的亮点还在后面，

4

台车分

2

组两

两对峙转圈， 场地上仿佛开出两朵

花， 车手高超的车技和

520

领航优

秀的表现让现场观众叹为观止。

经济型家用轿车向来是城市道

路上的“主力军 ”，这次能够出现在

特技场上， 皆因力帆汽车拥有可靠

的品质。 用未经任何改装的商品车

辆进行极限挑战是很多汽车厂商可

望而不可及的一件事， 但在大部分

人都对此望而却步时， 力帆汽车却

迈出了勇敢的一步， 强大的技术性

能、动力强劲的发动机、底盘和悬挂

的完美调教都成为了特技表演不可

或缺的保障。 一下午的表演活动让

人获得充分的感官享受的同时 ，也

将力帆汽车出色的稳定性和爆发力

深深地刻在了观众心中。

通过这次大型特技表演， 力帆

汽车体现出了卓越的性能， 可见经

济型家用轿车也能大耍特技， 玩转

极限。 特技秀表演结束后，一位兴奋

的观众说道：“比赛之前我一直以为

只有赛车才能做出这么高难度的动

作，原来力帆的轿车也这么厉害！ ”

这场表演让更多的消费者相信 ，力

帆汽车质量过硬，值得信赖。 而力帆

汽车举办这场特技秀的目的也在于

此———让消费者切身体会到力帆汽

车的卓越品质。 （周然）

力帆汽车特技秀巅峰上演

节油秘诀（二）

10

月

30

日， 广汽本田歌诗图全

球同步上市湖南区域发布会在长沙

美庐画苑隆重举行。 跨界是创作的源

泉，是进步的推动力 ，汽车的不断发

展也源于人们功能需求的一次次跨

界融合。 这款将轿车、跑车、

SUV

三种

车型的特征融于一体的新车歌诗图

将以

39.88

至

42.88

万的价格区间，接

受湖南市场的考验。

发布会当晚，嘉宾们在良好的氛

围中，感受到了歌诗图歌咏言 ，诗言

志，图寄情的意境。 广汽本田生产管

理部部长栗原努先生与大家一起分

享了歌诗图的品牌核心价值，也让来

自湖南区域的贵宾深切感受到了歌

诗图的跨界潮流。

歌诗图将轿跑车时尚动感的流线

外观， 豪华轿车的大空间及舒适性，

SUV

的高通过性等三种典型完美跨

界融合在一起。 舒展写意的顶部线条

给人印象深刻， 沉稳大气的前脸和充

满张力的前额灯彰显豪华轿车的尊贵

感。 强健有力的侧面线条交汇于车身

后部， 设计感十足的尾翼和尾灯彰显

出时尚的气息，

281

强大的动力，超越

了轿车的通过性。 高水准的安全保障

体系更是给驾驶者带来无线的驾驶乐

趣。因此，轿跑性豪华跨界车———歌诗

图自然成为潮流的引导者。

歌诗图的英文名

CROSSTOUR

的寓意是超越界限的自由之旅，将这款

车的功能价值表露无疑，而中文的命名

更是将歌诗图理念的价值高度地概括

为如歌、如诗、如画的价值生活享受。

据悉，歌诗图是广汽本田目前导

入的中国国产汽车的最高端品牌。 广

汽本田

12

年来 ， 销量累计超过

200

万。 雅阁的车主也超过了

100

万。 这

次， 广汽本田导入的高端品牌歌诗

图，也将为湖南用户提供很好的更新

换代的选择及带来全新的歌诗图生

活。 （周然）

歌诗图全国同步上市

湖南区域上市发布会圆满举行

10

月

30

日，在世界之窗前坪，长

沙华丰全球鹰

4S

店给星城游客呈献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熊猫特技秀表演，

精彩的表演不仅让参展观众一饱眼

福， 展现出了全球鹰熊猫这款拥有

C-NCAP

五星安全的

AOO

级小车

的优良性能，同时也近距离感受到它

的卓越品质。 据悉，全球鹰熊猫飞行

秀是首次来到长沙地区进行表演，这

是专门为长沙市民精心准备的一份

饕餮盛宴。

与国内市场上的微型车相比，全

球鹰熊猫将安全性提升到一个新的

高度。

6

个亿的资金投入， 换来的是

全新的冲压、焊装、涂装、总装车间以

及点焊机器人、喷涂机器人 、鸵鸟毛

擦净机、淋雨检测设备等国内生产车

间的先进配置。 除了先进的生产线，

还需要强大的技术保障。 研发人员从

主、被动防护体系，为消费者的行车

安全严格把关。 全球鹰熊猫上市后，

消费者看到的是配备预紧式安全带、

可溃缩转向柱、高位刹车灯 、超速自

动报警系统 、

ABS

防刹车抱死系统 、

EBD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后车门儿

童安全锁等人性化安全细节的熊猫，

被动安全上，防撞钢梁 、笼型车身和

六安全气囊，最大限度的吸收外来撞

击力，做到安全防卫滴水不漏。 上市

两年来， 熊猫累计销量

9

万多台，目

前月均销量已超

4000

台， 销售网点

已基本覆盖全国。

（王天笑）

小熊猫的大能耐

10

月

29

、

30

日，

2010

长安马自

达经销商服务技能竞赛全国总决赛

在湖南长沙万华

4S

店举行。 在历时

3

个月的初赛选拔和复赛晋级后，来

自北区、东区 、南区和西区的

13

家

经销商、

65

名选手汇聚长沙总决赛，

通过学科测试 （笔试） 和术科测试

（实操）两个比赛环节，比拼了对长

安马自达 “全程关怀” 品牌服务理

念、工作流程、车辆维修技术以及对

法律法规的掌握程度； 同时竞赛还

考核了经销商服务顾问、维修技师、

客服专员以及零件专员四个工种团

队协同作战的能力。

作为长安马自达检验各地经

销商实施 “全程关怀 ”品牌服务的

年度“大考”，

2010

经销商服务技能

竞赛的选拔赛和复赛在

7

月和

9

月分阶段展开。

7

月

29

日启动的初

赛学科选拔，通过网络在线笔试的

形式 ，长安马自达全国

109

家经销

商的共计约

1100

名服务顾问 、维

修技师 、客服专员 （

DCRC

）以及零

件专员参加了比赛 ，参赛人员的覆

盖率达到

80%

以上。 根据笔试成绩

及各区域经销商的比例 ， 有

55

家

经销商晋级复赛。 随后的复赛进入

实际操作阶段 ，于

9

月分

4

个大区

分别在青岛 、苏州 、厦门和成都进

行 。 紧张激烈的现场竞技在体现

“全程关怀”服务品牌特色的同时 ，

充分展现了参赛选手良好的专业

素质和敬业精神。 经过复赛并结合

初赛成绩最终入围

10

月

29

日总

决赛的经销商共计

13

家 ， 其中

4

家来自北区 ，

4

家来自东区 ，

3

家来

自南区，

2

家来自西区。

长安马自达总经理柳川昌巳表

示， 组织经销商服务技能竞赛的出

发点，是进一步贯彻“全程关怀 ”品

牌服务理念及

SUG

标准服务流程，

提升经销商服务意识和实际服务技

能， 更好的服务每一位长安马自达

用户。 相较于第一届，本届经销商服

务技能竞赛总决赛在形式和环节设

计上更贴近

4S

店的实际工作环境，

实战性更强 、 难度更高 ， 例如对

Mazda3

经典款

2.0L

发动机总成的

拆装测试。

成立三年以来， 长安马自达销

售网络在取得快速增长的同时 ，服

务能力和用户满意度也在不断攀

升。 在具体的用户服务方面，不仅有

每年春秋两季定期的“爱马进行时”

专项用户服务， 今年还推出了在全

国经销店进行的“纯正零件、平安无

忧”主题活动，连同新推出的 “驭马

活动节”老用户关怀活动，越来越多

的新老用户体验到“全程关怀”品牌

服务的魅力。

2010

年

J.D.Power

售后

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显示， 长安马

自达以

832

分获得第

14

名，比去年

提升了

13

位， 在

50

多家合资品牌

中排名提升幅度最大。 种种迹象表

明，长安马自达通过不断努力，

2010

年销售网络服务能力在 “售后服务

满意度” 这一核心指标上取得了大

幅度的跨越。

长安马自达服务部总监北裕志现场致辞。 长安马自达服务竞赛决赛启动仪式现场。

服务部领导接受专访

.

。 （左一为长安马自达服务部总

监北裕志，左二为长安马自达服务部副总监周金琼）

启动仪式现场。（从左至右依次为：株洲市市长王群、株洲市

市委书记陈君文、湖南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北汽集团董事长、

党委书记徐和谊、 北汽集团副总经理、 乘用车事业部总经理张

欣）

力帆汽车中南大区营销总监童喜林。

２０10

年

11

月

4

日 星期四

汽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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