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处于快节奏生活状态的现代年
轻人如何提升自身幸福感？ 花一万
多块去买一台手机？ 收效甚微……
存个几年存够首期买楼供楼？ 遥遥
无期……其实买一辆属于自己的
车， 所带来的幸福感绝对超乎你的

想象： 上下班再也不用日晒雨淋等
公交与挤地铁， 节假日出游也不用
提着大包小包受累与纠结线路时间
的问题，这些画面光想想就幸福。

明人不说暗话，广汽丰田致炫
或致享就是一台可以让年轻人幸

福感备增的理想车型！
价格以及日常养护让年轻

人幸福———
致炫与致享售价仅 6.98 万

起，价格亲民，现在还有万元首
付活动，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首付只需一万元，
就能把致炫或者致享开
回家， 完全在大多数年
轻人的消费能力范围之
内。

惊喜还在后面：致
炫与致享的百公里综合
油耗仅为 5.2L 左右，也
就是一公里油费 4 毛左
右， 百公里养护费用甚
至还不到 5 块。 这两大
关键点大大地降低了年
轻人的养车压力， 进而
大大提升了生活幸福
感， 开开心心把车买回
去之后依旧能够轻轻松
松享受生活。

品 质 让 年 轻 人 幸
福———

买车之后除了油耗
年轻人最担心什么？

当然是自己的爱车时不时出
现点小毛病，老是要往 4S 店跑，费
时又费力。

而诞生致炫与致享的广汽丰
田生产线是近三年已实施监督的
丰田全球生产线中唯一一家连续
三年全部获得“零缺陷率”评价的
丰田海外工厂， 质量非常有保证，
毕竟“开不坏的丰田车”可不是空
穴来风，除了常规保养外几乎不用
操心其他车辆问题。 质量靠谱，用
车省心，自然让年轻人感觉更加幸
福。

安全配置让年轻人幸福———
致炫与致享所带来的幸福感

不止体现于价格、油耗这些看得见
的地方，一些看不见的安全配置同
样是用车生活幸福感的来源。

率先全系标配 VSC 车身稳定
系统 、TRC 牵引力控制系统 、
HAC 坡道辅助系统以及 BA 刹车
辅助系统，要知道这些安全配置同
级别的其他车型要么是顶配专属
要么是加钱选配，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却在默默保护着驾乘者的出
行。 譬如从地下停车场缴费完毕
后，超陡的坡道着实让不少年轻人
心惊胆战，毕竟起步溜坡既不安全
也没面子，而全系标配的 HAC 坡
道起步辅助系统则完美解决了这

个问题：上坡时刹停，松开刹车后
系统会对四个车轮施加 2 秒制动
力，防止车辆后溜。

人无我有，领先同级的安全配
置，幸福感自然满满。

保值率让年轻人幸福———
汽车普及率越来越高，汽车更

新换代也越来越快，所以买车时车
子的保值率也成了很重要的考虑
因素。

在二手车保值率方面，致炫与
致享同样继承了丰田车较高保值
率的优良传统，基本上第五年残值
也有约 42%。 打个比方：以关注度
最高的 1.5E� CVT 魅动版为例，指

导价为 8.78 万元，第三年出手的话
可以卖 5.84 万元左右，第五年出手
的话可以卖 3.69 万元左右。即便换
车，致炫、致享还能再为购车预算
助力一把，怎能不让人感觉幸福？

长沙车展期间，致炫、致享更
有惊喜满满的车展试驾活动，让你
看车试驾两不误，赶紧咨询当地各
经销店参与，开启你的幸福有车生
活吧！ (谭遇祥)

一万元就能让年轻人的生活变得如此幸福？

本文图片均为广汽丰田致享、致炫车型，由广汽丰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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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尚武 刘宇慧 谭遇祥

车市又降温了。据乘联会数据，11 月我
国狭义乘用车零售 202.0 万台， 同比 2017
年 11 月下降 18.0%。 其中，轿车零售同比
增速 -13.6%，SUV 零售同比增速 -20.6%。

值得一提的是， 在行业专家眼中，
18.0%的负增长是一个“还不错” 的成
绩———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
崔东树认为，根据今年乘用车的销量态势，
这其实是一个相对不错的状态， 是企业为
在年底“交成绩单”而努力的结果。

是的，尽管车市增速在一直放缓，但车
企却从未放弃“折腾”。 尤其是在含金量最
足的年尾， 车企推陈出新的频率明显要密
了很多。 这些新车，不仅在产品力层面有所
提升，品牌服务层面也更添诚意，比如东风
雷诺新科雷嘉和长安马自达 CX-8，分别提
供 5 年或 12 万公里质保和 5 年或 15 万公
里原厂整车质保。 用极具诱惑力的新车型
和最富诚意的态度， 车企发起了年末的最
后冲刺。

长安马自达推出首款 7 座
SUV CX-8

12 月 7 日， 长安马自达首款 7 座
SUV———Mazda� CX-8（以下简称 CX-8）
在成都上市。 新车售价为 25.88 万元 -33.
08 万元，全系包括两款两驱车型、两款四驱
车型，并提供六种外观颜色、两种内饰颜色
选择。 新车瞄准年轻中产家庭。

作为一款旗舰级大 7 座 SUV 车型，
CX-8 车身舒展，长达 4955mm，车顶和侧
面的流畅曲线对光影的控制出神入化。 长
安马自达汽车销售分公司执行副总经理王

金海表示：“CX-8 的导入将持续提升长安
马自达‘特色精品’品牌形象，吸引更加优
质的精英用户群体， 带领品牌向更高层级
迈进，开辟更大的市场空间。 ”未来，CX-8
将与 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 第二代
Mazda� CX-5 一起，组成“创驰蓝天”特色
精品阵容， 多维度丰富长安马自达的品牌
体验。

上市同时，长安马自达特别推出 CX-8
四大重磅福利政策，包括 5 年或 15 万公里
原厂整车质保（时间与里程以先到者为
准），详情请咨询各经销商。

东风雷诺提速，新科雷嘉升
级再出发

日前， 全新升级的新科雷嘉在东风雷
诺的大本营武汉上市。 定位为“都市新白领
SUV” 的新科雷嘉共推出 7 款车型， 搭载
1.2T 和 2.0L 两款发动机， 售价区间为
13.98-19.48 万元。

新科雷嘉在外观设计和智能配置方面
着重进行了升级。 其中，在当下年轻人最在
乎的智能科技方面，新科雷嘉新增了 EASY�
LINK 智能互联系统 、CLEAN� AIR� PM�
2.5 空气净化系统、新 ADAS 等装备。 在与
同级竞品相比，无论在便捷、舒适还是安全
等方面，新科雷嘉都再度提升了领先优势。
雷诺亚太区主席、雷诺高级副总裁、东风雷
诺汽车有限公司总裁福兰表示：“新科雷嘉
是传承了雷诺 120 年精湛造车工艺、 遵循
雷诺全球统一质量标准和本土需求所打
造。 以它为开端，东风雷诺将加速产品导入
并持续提升产品竞争力， 使每一位中国消
费者都有机会享受轻松惬意的汽车生活。 ”

另外， 为了彰显诚意和对产品品质的

信心， 东风雷诺为新科雷嘉提供了高达 5
年或 12 万公里的质保。 此外，还有智悦型
周年版车型享 30%首付 2 年 0 利率， 智能
互联系统基础流量 10 年免费，增值服务流
量 6 个月免费的超值政策。

助力年末冲刺，全新天籁即
将上市

继竞争对手凯美瑞和雅阁完成换代升
级后，东风日产天籁也迎来改款换新。 在今
年广州车展上， 东风日产全新一代天籁首
发，V-Motion� 2.0 设计语言加上 2.0T 发
动机， 让消费者对天籁有了一个全新的认
知。 据悉，该车将于 12 月 18 日正式上市，
助力东风日产向 117 万辆的“小目标”发起
最后的冲刺。

外观上， 东风日产全新天籁采用日产
家族最新的 V-Motion� 2.0 全球设计语言，
大尺寸蜂窝状进气格栅与前大灯相衔接，
与 V 型镀铬饰条相搭配， 营造出出色的视
觉冲击力 。 全新天 籁 的 整 车 尺 寸 为
4901/1850/1447mm，轴距为 2825mm，相
比现款车型， 长度和宽度分别增加 10mm
和 20mm， 高度降低 43mm， 轴距增加
50mm。

动力方面，全新天籁将搭载 2.0L 自然
吸气和 2.0T 涡轮增压两款发动机，2.0L 发
动机最大功率为 159 马力(117 千瓦)，2.0T
发动机最大功率 252 马力(185 千瓦)，百公
里综合申报油耗分别为 5.9L 和 6.6L。

电动小车欧拉 R1 启动预售
日前，新一代电动小车欧拉 R1 品鉴会

长沙站在梅溪湖举行。随着欧拉 R1 的预售
价格和政策被公布，欧拉 R1 正式进军湖南
市场。

据介绍，欧拉 R1 预售期间共推出三款
配置，补贴后预售价格为入门版 6.18 万元，
中配版 6.88 万元，高配版 7.58 万元。 其中
入门版综合续航里程 310 公里， 最长续航
里程为 380 公里， 中配版和高配版综合续
航里程均为 351 公里， 最长续航里程均为

430 公里。
欧拉是长城汽车旗下的专注于电动车

业务的全新品牌。 R1 是其基于 ME 中国首
个电动车专属平台打造的电动小车， 新车
整合了当下先进的智能网联技术以及电动
车技术。 尺寸方面，欧拉 R1 长宽高分别为
3495/1660/1530mm，轴距为 2475mm。

江淮瑞风 M4 新增自动行政版
日前，江淮瑞风 M4 自动行政版在长沙

上市，售价 14.98 万元。 瑞风 M4 自动行政
版采用 2.0T+6DCT 动力总成，是瑞风 M4
中唯一一款自动挡车型。

瑞风 M4 自动行政版在外观和内饰层
面延续了手动挡车型的造型设计， 空间仍
采用 2+2+3 的 7 座布局。 配置方面， 瑞风
M4 自动行政版相比手动挡车型有所升级，
新增 ESC 电子稳定系统、QNX 车载娱乐系
统等。 此外，新车还配备了 360°全景泊车
影像、泊车引导系统、语音引导等。

活动当天，江淮瑞风还发布了“瑞风合
伙人”计划，并对首批瑞风合伙人代表进行
授牌仪式， 承诺终身用车服务保障。 据了

解，只要是瑞风 MPV 车主，即可以认证合
伙人身份加入计划，享受“加入礼”、“转介
礼”、“再购礼”等，领取现金奖励、J 豆与置
换补贴等多重福利。

吉利亮出 SUV 市场新王牌
日前，“Let’s� battle� 为年轻较劲” 吉利

缤越驾控官体验营长沙站在捞刀河豪霆赛
车场举行。 在一场又一场精彩绝伦的赛道
竞速中，吉利缤越完成湖南首秀，并火速收
割一批“粉丝”。

作为吉利全新 BMA 基础模块化架构
上的首款 A 级 SUV 车型，售价 7.88-11.88
万元的吉利缤越在“时光竞速美学”造型设
计理念的基础上，从都市中饱含自信、敢于
挑战自我的年轻人的运动体态中汲取设计
灵感，塑造出一种“年轻的力量之美”，是吉
利在 SUV 市场的一张新王牌。

11月销量同比下滑 18%
新车扎堆上市燃点车市“寒冬”

即将上市的东风日产全新一代天籁。 东风日产供图

东风雷诺新科雷嘉。 东风雷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