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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美 动之悦

� � � � 3 月 27 日， 马自达汽车株式
会社（以下简称“马自达”）计划将
于 4 月 23 日至 5 月 2 日在中国北
京举行的 2012 年北京国际车展
上,发布全面采用创驰蓝天技术的
全新跨界 SUV“Mazda CX-5”。

目前， 马自达正在全力研发
新一代 “创驰蓝天 ”技术平台 ，并
正陆续投放全球各主要市场。 创
驰蓝天技术以马自达技术开发的
长期展望《Zoom-Zoom 可持续宣
言》为基石，力争将“驾驶乐趣”与
“出色的环保 、安全性能 ”和谐兼
顾，“创驰蓝天” 正是马自达在此
愿景下所开发的、包括发动机、变
速箱、 车身和底盘等新一代系列
革新技术的总称。

此次将于北京国际车展发布
的 “Mazda CX-5”是马自达首款
针对发动机、变速箱、车身和底盘
等全面采用创驰蓝天技术的新款

跨界 SUV 车型， 在保持卓越驾乘
感受的同时，实现了出色的燃油经
济性。 此外，该车外观设计首次采
用马自达最新的设计主题“魂动-
Soul of Motion”，整体造型仿佛矫
健的猎豹正在飞身扑向猎物，表现
了强大的生命力和跃动感。 为了
让用户体验到“摄人心魄的设计美
学”、“随心操控的驾乘享受”、“恰
到贴心的功能性空间”和“绿色安
心的长久陪伴”，马自达研发人员
对 “CX-5”的外观设计 、动态性
能、功能性以及环保安全性倾注了
不懈的努力。CX-5 预计将于今年
夏季通过长安马自达经销网络上
市销售。

此次北京车展，马自达还将带
来体现新设计主题“魂动”的设计
概念车“Mazda SHINARI”，这款采
用四门四座设计的运动款概念车
以流畅的车体造型展现出动物强
健而发达的肌肉特征，体现了该车
强劲有力、张力十足的动感气质。

除上述车型以外，本次北京车
展马自达展台还将同时出展旗下

全系主要车型， 包括主力车
型 Mazda2、Mazda2 劲 翔 、
Mazda3 经 典 款 、Mazda3 星

骋 、Mazda6、Mazda6 睿
翼以及 Mazda8 等在内
的 16 辆展车。

（王天笑）

新世嘉创享上市

� � � �3月 25日， 华晨汽车金杯品牌H2平
台的全新车型———金杯大海狮 W 在美丽
的星城长沙领航上市。 华晨金杯正式发布
金杯大海狮 W 的车型信息及售价， 金杯
大海狮 W 共有汽油版、 柴油版两种燃油
形式的四款车型推出，汽油版车型售价为
12.98—15.18 万元 ， 柴油版车型售价为
13.98—16.88万元。 未来， 金杯大海狮 W
将与 2010 年上市的金杯大海狮 L 共同领
航 10到 14座中高端商务用车市场， 开启
大海狮双拳打天下的全新时代。

据了解， 得益于金杯二十余年的品

质积淀和市场口碑，金杯品牌已连续 15
年蝉联中国轻客市场销售第一， 始终引
领着商用车市场的发展方向， 堪称国内
轻客市场第一品牌。如今，金杯品牌已实
现了自身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转变，不
仅是国内首个以“技术引进”形式成长起
来的轻客品牌，更在 2010 年“自我创新”
成功发布了金杯品牌 H1、H2 双平台发
展战略。

自 1989 年， 第一代产品面市至今，
H1 平台的金杯海狮系列已经过了六代
华丽升级，通过“可靠、经济、耐用”等产
品特征，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目前仍
活跃于传统客运、物流等行业市场。区别
于传统的 H1 平台，金杯 H2 平台自诞生
起，就以“宽体化、舒适化、多功能化”为
平台的核心特点， 为整个轻客行业的发
展指引出新道路、 开辟了国内高端商旅
车的发展方向。 全新 H2 平台“新概念商
旅车”金杯大海狮系列产品的应运而生，
更是实现品牌自我创新与突破的结晶，
金杯大海狮系列的推出， 带领金杯品牌

走上了高端化、 定制化的商务用车发展
道路， 成为领航中国中高端商务用车市
场发展的旗舰车型。

作为 H2 平台的又一代表车型，金杯
大海狮 W 融汇了诸多国际领先的潮流
设计和创新技术，以“宽”为产品特征，在
外观、空间、安全、动力、配置和制造工艺
等方面实现了多角度突破， 扩充了金杯
H2 平台金杯大海狮系列 10-12 座的产
品矩阵。 金杯大海狮 W 以其尊尚大气的
外观、宽绰的空间设计、全方位的安全呵
护、强劲充沛的动力等多项产品优势，主
攻企业通勤、行业用车、政府采购等公商
用车领域， 为中高端公商务人士提供多
样化的出行选择。

华晨汽车相关人士表示，“金杯大海
狮 W 会与之前推出市场的金杯大海狮
L 双剑合璧、双管齐下共赢商务车市场，
覆盖更加宽广的行业市场、专用车市场，
以宽广之态面向更多、更直接、更专业的
消费全体， 与客户共同成长开辟全新的
商务时代。 ” （谭遇祥）

马自达将在北京国际车展发布

全新跨界 SUV�“Mazda�CX-5”

售价 12.98—16.88万元
全新金杯大海狮W领航上市

� � � �近日，由北京现代组织的“点燃爱的
希望 华盛感恩慈善行动”圆满完成。活
动中， 广大车主及爱心人士共赴长沙市
新民路“望江楼老年公寓”，代表北京现
代向老人中心捐赠爱心物资， 探望曾经
为祖国建设奉献一生、 奋斗一生的老人
们，为父辈们送去春的爱心与希望。

每个人都曾接受过他人给予的帮
助，“感恩情怀” 是人在成长过程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情感经历。 湖南华盛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相关人员表示，“我们
的生活由于压力大、竞争激烈，人与人之
间相对疏远，交流沟通不够，急功近利的
心态也越发明显， 人们已经无暇或无心
表达出心中的感激之情。 而‘学会感恩，

热情地表达感恩之情 ’是
此 次 北京 现代 活 动的 主
旨 ，以期让 ‘感恩 ’不仅仅
是在 感 恩节 才想 起 的名
词，而是作为一种进行时，
贯穿 在 人们 的社 会 生活
中。 北京现代也愿以此公
益活动唤醒人们的感恩情怀， 构筑更为
和谐的社会情感体系。 今年 3 月，我们将
和大家点燃爱的希望， 在全省发起大爱
感恩慈善行动，让我们将内心的那份‘慈
爱’进行到底，延伸到每一个希望关怀的
地方。 ”

据了解， 本次活动的主角—湖南华
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湖南永通汽

车集团旗下继湖南华运达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之后又一家北京现代特约销售
服务店。 该店成立于去年 5 月，位于长沙
市天心区芙蓉南路与雀园路交汇处往西
500 米 （紧邻长沙市城南车管所）， 占地
62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5804 平方米，其
中轿车展厅 1168 平方米 ， 维修面积
1332 平方米。 (徐萌)

北京现代点燃爱的希望
华盛感恩慈善行动圆满完成

� � � �望江楼老年公寓的老人们与华盛公司员工一起
唱响感恩之歌。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 3 月 21 日， 在兼具艺术美感及时
尚气质的苏州金鸡湖畔， 东风雪铁龙
新世嘉创享上市。 此次上市的新世嘉
包括 1.6L 和 2.0L 两个发动机排量，共
7 款车型 ， 市场售价为 10.68 万元-
14.78 万元。 即日起，新世嘉将陆续到
达全国各地 4S 店并全面接受消费者
预订。

作为东风雪铁龙品牌的主力车型，
世嘉自 2008 年上市以来， 赢得了广大
消费者和媒体的高度青睐， 不仅摘得
“2009 CCTV 中国年度中级车”等重磅
奖项，更以月均销量过万的成绩稳居主
流中级车市第一阵营。 此番新世嘉凭借
大气流畅的风塑美学设计、从容自如的
动态驾驭体验以及更丰富的舒适安全
配置， 为都市精英群体奉上了集 “创、
享、驭”于一体的全新驾乘感受以及动
感精致的品质汽车生活。

创：大气流畅
雪铁龙全新风塑美学造型

新世嘉整体造型秉承了雪铁龙百
年人性化创新设计理念， 采用源于人
类雕刻艺术智慧和大自然灵感的全新
“风塑美学”设计，于大气流畅之中尽
显动感之风，刚劲中内含非凡底蕴，浑
然天成。

作为雪铁龙全新家族脸谱在国内
应用的首款车型， 新世嘉的 “双人字
形”标志完美融合于中网格栅，镀铬装
饰更显立体、厚重 ,前脸整体造型更为
动感流畅。 而全新配备的多幅式运动
轮毂以及精致的 LED 后尾灯，令新世
嘉的整体造型更具现代感。

内饰方面， 新世嘉采用独具匠心
的浮雕式钢琴烤漆中控面板， 极具浮
雕艺术美感。 运动感深色与温馨和谐
浅色的三明治式全新内饰， 使新世嘉
整体内饰的品位和档次进一步提升。

享：掌控由我，
全面周到的人性化配置

新世嘉不仅注重整体造型的大气
流畅 、 底蕴非凡 ， 更以 “All around
body” 全方位安全理念以及 “All in
hand”自适应设计理念，为驾乘者提供
了前所未有的安全舒适驾乘体验和掌
控由我的汽车生活享受， 处处彰显出
东风雪铁龙“人性科技，创享生活”的
品牌理念。

在“All in hand”自适应设计理念
的指导下， 新世嘉将几乎所有车内电
子装备控制按键都整合到中央固定集
控式方向盘上，让用户“眼不离路、手
不离盘”，便可自如掌握行车信息及影

音娱乐等功能，尽享便捷。 后排座椅舒
适度上，座椅倾角从之前的 24°变为人
体乘坐最舒适的 27°，打造出同级别最
舒适的后排乘坐体验。 更重要的是，得
益于 WRC 冠军座驾的卓越驾驶操控
性， 新世嘉同时赋予用户在公路上游
刃有余的驾驶感受以及生活中潇洒自
如的人生态度。

驭：从容自如，
精准灵活的操控性能

传承 WRC 赛场的冠军血统和

引以为傲的赛车底
盘调校 ， 新世嘉不
仅可以确保驾驶者
在行车过程中做出
准确判断并及时得
到车辆响应。 同时，
出众的冠军级操控
调校实力 ， 赋予新
世嘉精准灵活的操
控性 ， 为用户带来
从容自如的动态驾
驭体验。

新 世 嘉 采 用
PSA 独 特 的 CRD
（苛刻道路条件 ）悬
架设计标准，表现出
极佳的行驶稳定和
转向精准表现。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新世
嘉采用雪铁龙独创
的“转向柱前置回油

管散热”冷却系统技术，令助力液油温
始终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确保驾驶
者自如应对各种复杂路况， 从容享
受驾驶的快乐。

三年冠军路，
稳居中级车第一阵营

作为东风雪铁龙品牌的重要战
略车型， 世嘉一直在以与时俱进的
创新精神， 引领国内中级车市的发
展潮流。 2008 年，世嘉甫一亮相就
凭借 WRC 赛车冠军血统和惊艳的

造型设计，获得舆论的一致推崇；2010
年， 东风雪铁龙签约中国羽毛球队并
成为中国羽毛球协会官方合作伙伴，
世嘉荣膺中国羽毛球队指定 “冠军座
驾”；2011 年，羽毛球“全满贯”得主林
丹出任世嘉形象代言人， 其拥有的冠
军气质和乐观精神与世嘉的品牌主张
相得益彰。

2012 年， 新世嘉一如既往地传承
了雪铁龙百年品牌基因， 不论是全新
“风塑美学”造型的大气流畅，还是传
承 WRC 冠军赛车的卓越驾驶体验 ，
都彰显出新世嘉掌控自我的独特魅
力。 这样一款融创、享、驭
于一身的都市动感轿车，
为用户带来与众不
同的驾乘感受和全
新 的 都 市 生 活 体
验， 同时也将进一
步稳固其在国
内中级车市场
的领先地位。

� � � �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商务副总经理兼东风雪铁龙总
经理魏文清先生公布售价。

领导及嘉宾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