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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5 日，2015·广汽三菱“寻找湖南
美丽乡镇”出发仪式在广汽三菱厂区盛大举
行，首站将开赴长沙具传奇色彩的小镇———
开慧镇。

作为植根湖南的本土企业和“汽车湘
军”领军者，广汽三菱始终心系“生于斯、长
于斯”的湖南这块热土。 这一活动也正是广
汽三菱回馈本土消费者、践行公益、担当社
会责任之举。

接下来的 5 月到 10 月， 在广汽三菱新
劲炫、新帕杰罗·劲畅的陪伴下，几百名活动
参与者将分别前往 16 个湖南美丽乡镇，与
广汽三菱一同体验大美湖南的秀丽风景，同
时把爱心传递至潇湘大地。

3 天 2 晚 ， 价值 4999 元的精彩
旅程

2014 年，广汽三菱发起了大型公益体验
活动———寻找湖南美丽乡镇， 遍寻三湘四
水，深入 12 个美丽乡镇，通过 3 天 2 夜的公
益之旅来传递爱心，发现生活之美，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

为了让更多爱心人士参与进来，把爱传
递到更多地方，今年，寻找湖南美丽乡镇活
动在去年的基础上再次升级，并增加了多种
活动元素， 美丽乡镇范围由 12 站增加到 16
站，参与门槛也进一步降低。 对本次活动感
兴趣的朋友， 可持续关注广汽三菱官方网
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等信息，报名即有机
会获得价值 4999 元的 3 天 2 晚自驾游大
奖。

今年的公益特色同样升级，以“行走的
旅程”为主题，每一站都设置了特色公益环
节，所以，它也是一场自驾的公益学习之旅。
活动将设置“神秘自然———自然之旅，红色
记忆———思想之旅， 湘味浓郁———民俗之

旅，古韵遗风———人文之旅”四大主题，同时
在 16 个乡镇进行爱心基金的捐赠。

初恋小镇，去开慧探寻历史传奇

开慧镇属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
统和大量的历史遗存， 是杨开慧烈士的故
乡，也是湖南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从
毛泽东与杨开慧家喻户晓的初恋故事，到小
镇 270 多对金婚夫妻的白头偕老，在这里传
承着一种特有的“爱情文化”，演绎着一种不
朽的“爱情传奇”，所以它还有一个浪漫的称
呼———初恋小镇。 广汽三菱寻找湖南美丽乡
镇活动首站将前往开慧镇。

5 月 15 日出发仪式后，从 2014 年长沙
车展现场选取出来的幸运者将乘坐广汽三
菱新帕杰罗·劲畅、新劲炫一起前往开慧镇，
开展 3 天 2 晚的“神秘自然·思想之旅”。

有特色的是， 这次自驾活动还将邀请 5
名参加过抗战的老兵，作为此次思想课的特
别导师。 在参观开慧故居、开慧纪念馆、廖伯
英故居时，受邀的老兵将向大家讲述那段充
满革命激情的历史。 第一天晚上驻扎在露营
基地，看篝火熊熊燃起，听老兵们讲述曾经
的抗战岁月，唱起嘹亮的红歌。 最后在廖伯
英故居，向所有老兵敬献礼物。

全程 16 站，回馈本土消费者

作为“SUV 世家”，秉着“打造中国 SUV
第一品牌”的目标，广汽三菱不断奋进，自成
立以来，短短两年，便在业内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销量累计早已超过 10 万辆。 在刚
刚过去的第一季度中，广汽三菱更是以同比
98%的销量增长向市场证明了它的产品魅力
和软实力。

寻找湖南美丽乡镇活动全程自驾的车

型正是广汽三菱旗下畅销车型———新劲炫
与新帕杰罗·劲畅。 有着卓越品质和优异性
能，具有超强强度、抗颠簸性能和复杂路况
适应能力的它们， 定能带领你毫无顾忌、心
旷神怡地驰骋于三湘四水。

优秀的成绩离不开消费者的信任与厚
爱，尤其是主场区域消费者的支持。 为了回
馈潇湘父老，在此次寻找湖南美丽乡镇活动
期间，广汽三菱也将针对购车者，送出不同
的购车优惠。

“作为湖南知名的本土企业，我们一直
把最好的产品和服务，提供给长沙、给湖南
的消费者。 ” 正如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刘
伟所表示，广汽三菱也始终如一地践行着这
一理念。 （谭遇祥）

定位为“新模式中级车” 的东风风神
L60，是东风公司与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达
成战略合作后的首款杰作。 L60 的推出，不
仅正式开启了东风风神 A、L 系列“双线并
进”的产品系列布局，1.8L 和 1.6L“双爆品”
车型的组合也必将推动东风风神由生力军
迈向主力军。 同时，也为东风大自主事业创
造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新局面。

欧式造型， 尽显时尚浪漫。 东风风神
L60 采用“锐动美学”的设计语言，车身比例
协调，型面动感流畅；前格栅装饰条与前大灯
内 LED 日间行车灯完美融合； 车身腰线设
计为奔跑的狮子在风中塑影； 后尾部特征线
与车头造型风格统一，充满律动、浪漫之感。

越级空间，尊享舒适。 东风风神 L60 车
身尺寸为 4712×1820×1540mm， 轴距长
达 2710mm， 前后排肩部空间分别达到
1425mm 及 1400mm，超越同级。 前排头部
空间达到 945mm， 后排座椅靠背 27 度角，
舒适性飙升。530L 超大行李箱容积，为全家
出行免去后顾之忧。

欧洲五星安全，全方位呵护。 东风风神
L60 整车采用欧洲五星安全设计平台，按中
国最新版五星安全标准设计。 采用了博世
ESP� 9.0 系 统 ， 集 成 ABS+EBD+E-

BA+ASR+HBA+VDC+HHC 等多项主动
安全功能；全方位 6 安全气囊保护驾驶者行
车安全；车身钢板最高强度达到 1500Mpa，
近 5000 个高密度整车焊点，车身总体强度
远超同级；360°全景影像系统同级独有，无
死角观察车辆四周环境。

操控性与舒适性完美结合。L60 采用的
1.8L� 及 1.6L� CVVT 高效能发动机， 具备
优良的动力性、经济性、平顺性及可靠性。匹
配的全新爱信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拥有坡
度逻辑控制、档位保持控制等多项档位控制
技术。并拥有运行模式、手动模式、雪地模式
及运动模式等多种模式，能够满足不同路况
及驾驶员的多种需求。 同时，针对中国道路
情况与用户操作习惯，由世界赛车和汽车技
术的领头羊 Prodrive 公司进行了底盘调
教， 使 L60 在舒适性和道路操控方面完美
结合。

“双爆品”组合 L60 树同级新标杆

1.6L 车型引领同级， 拥有同级唯一全
系标配六大配置： 高品质大尺寸电动天窗、
前排 4 气囊（高配 6 气囊）、EPS 电动助力
系统、 真皮多功能方向盘、LED 日间行车
灯、前排安全带未系提醒；同时配备丰富的

科技、安全装备，包括 7 寸彩色触摸屏、倒车
影像、车载蓝牙等配置。

1.8L 车型具备 18 项产品优势，竞争力
领先同级 15%以上；全系标配博世 ESP� 9.0
系统和全方位 6 安全气囊，同级唯一；采用

了来自标致雪铁龙的 1.8L 发动机， 性能优
越，56.7KW/L 的升功率为同级最高， 配合
最新爱信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同级中具备
更加优异的动力性、经济性、平顺性及可靠
性。 (龙灵)

得益于“跑男座驾”Mazda� CX-5（以下
简称 CX-5）、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以
下简称昂克赛拉）的持续热销，2015 年 4 月
长安马自达零售销量再次破万，达到 12317
辆，与去年同期相比劲增近 100%，继续保
持高增长态势。 其中昂克赛拉销量突破

7000 辆，这也说明，全面搭载“创驰蓝天”技
术与“魂动”设计理念的第六代马自达产品
正得到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深度认可。

CX-5 的热销归因于其“多面手”的产
品魅力。 秉承马自达品牌卓越的操控基因，
在全面搭载“创驰蓝天”技术后，CX-5 堪称

紧凑型 SUV 市场上运动实力最强选手。 在
2014 年的 C-NCAP 碰撞测试中，CX-5 以
同级最低配置“徒手折桂”， 取得五星最高
分。 创驰蓝天发动机的高效能表现又让
CX-5 拥有同级最低的燃油表现。 综合实力
均衡， 核心技能出色，CX-5 的大受欢迎在
情理之中。

随着 2015 火爆娱乐节目《奔跑吧！ 兄
弟》第二季的热播，作为节目独家汽车合作
伙伴的长安马自达俨然已是明星座驾。节目
中，CX-5 协助“跑男们”辗转于各个任务地
点，车内空间也成为他们“耍宝”和商议游戏
策略的阵地。 尤其是夜色中，“跑男们”驾驶

“魂动红”色款的 CX-5 奔驰在城市道路上，
夜幕下的魂动魅影让观众大饱眼福，CX-5
也绝对是与俊男靓女们超搭的时尚车型。

5 月份，昂克赛拉也将迎来上市一周年
生日。 5 月 15 日，全国车主将齐聚南京，共
同为昂克赛拉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自入市
以来，昂克赛拉随着产能爬坡，不断刷新着
销量纪录，目前全国用户保有量已超过 6 万
名，成为中级车市名副其实的“黑马”。 马自
达的“魂动”设计及经典的“魂动红”颜色在
昂克赛拉身上得到了完美演绎，超高颜值受
到万千车主青睐。 凸显科技感、质感和品位

的赛车式驾驶舱， 兼具豪华感和实用性的
MZD� CONNECT 马自达悦联系统等引领
潮流的科技配置， 让昂克赛拉全系三厢、两
厢的每一款车型在市场上都炙手可热。尤其
是两厢车型，凭借更加出色的油耗表现及操
控感， 已成为广大女性车主的中级座驾首
选。

2015 年， 昂克赛拉还将登上国内最高
赛车平台 CTCC， 与各路操控好手一较高
低。作为中国最高水平的房车赛事和汽车品
牌大秀场， 今年的 CTCC 大赛将在 5 月 17
日于广东肇庆迎来新赛季揭幕战。随着比赛
临近各种预测也纷纷出现，昂克赛拉能否凭
借“人马一体”的卓越操控将对手斩落于马
下，十分令人期待。

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特色精品战略”的
逐渐发力。 对此，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分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王金海表示：“将
个性、动感、高效能的特色产品带给广大消
费者，进而通过产品与消费者建立持久深厚
的情感纽带，这是长安马自达销量得以高速
增长的关键， 也是特色精品战略的内涵所
在。我们希望每一位长马车主都能在驾驭中
感受产品的魅力， 体验产品的持久价值。 ”

（谭遇祥）

“礼让斑马线”
誓师仪式成功启动

5 月 11 日上午 10 点，包括长沙鸿基出租
车公司在内的 15 家出租车企业的雷锋车队
参加了“礼让斑马线、文明我先行”的誓师仪
式。 长沙市交通管理局刘明理局长、刘兆群副
局长及长沙市客运管理局李同创书记、 韩冰
副局长出席仪式并发表讲话。

仪式上，各出租车企业的雷锋车队队长们
发出了“礼让斑马线、文明我先行”的庄严承
诺并在承诺书上签名。 出席仪式的领导为各
出租车企业雷锋车队发放了“礼让斑马线、的
士率先行”的标识。 活动作出“礼让斑马线”、

“共建文明和谐交通”的承诺，更好地创造了
安全出行、文明礼让的道路交通环境。

(谭遇祥)

助人为乐好“的哥”
5 月 5 日上午 9 点左右，鸿基公司接到乘

客李先生的表扬电话，感谢“的哥”肖师傅的
义举和善心。 5 月 4 日下午 17 点 50 分许，李
先生从八方小区乘坐湘 AT7029 出租车到市
政府办事， 上车后发现自己匆忙中忘记带钱
包。 驾驶员肖师傅见李先生神态焦急，便主动
询问起来。 当得知李先生忘带钱包后，肖师傅
更是不计个人得失， 免费将李先生送到了市
政府。 （谭遇祥)

双线双爆品 东风风神 L60树中级车新标杆

传递爱心·发现生活之美
———2015·广汽三菱“寻找湖南美丽乡镇”活动再次启程

持续热销！ 长安马自达 4月销量同比劲增近 100%

东风风神 L60 媒体试驾会武汉站活动现场

“跑男座驾”Mazda CX-5

“礼让斑马线”誓师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