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9-16.99万
新福克斯震撼上市
上周，长安福特正式公布新福克斯厂商

建议零售价，并宣布从即日起开始正式面世
销售，全面进入高端中级车市场。新福克斯
全系列共有12款车型，价格从11.99万至
16.99万。

新福克斯全系标配了仅在少数注重运
动性高性能车型上才有的弯道扭力智能分
配系统，更将其动力操控性能发挥得淋漓
尽致。新福克斯还搭载了一系列同级别车
型中少有的智能科技配置，尤其是中文版
SYNC车载多媒体通讯娱乐系统，专为中国
市场量身定做，拥有强大的通讯和娱乐功
能。除此之外，新福克斯是同级车中唯一搭
载盲点信息系统的车型，还搭载了只有在
少数豪华车中才配置的低速行车安全系统
等高科技配置。

搭载2.0升GDi发动机的新福克斯，配
合PowerShift 6速双离合变速器，可实现低
至6.8升/百公里的综合工况油耗。而搭载
1.6升Ti-VCT发动机的新福克斯配合
PowerShift，综合工况油耗可低至6.4升/百
公里。 （王聪）

北京车展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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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逸SUV上市轴距、离地间隙领先
4月23日，景逸SUV在北京车展首日上

市，其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8.09万-9.
89万元人民币。其实早在几天前，景逸SUV早
已通过海鑫达4S店，率先与成都消费者见面。

在发布会上，“音乐诗人”李健演唱了
《为你而来》和《传奇》两首经典歌曲。景逸
SUV长达2690mm的轴距全面超越市场上的
同级SUV车型；205mm的高离地间隙，相对目
前热销的途观、智跑、CR-V等车型，足足高
出了15mm。 （王聪）

一汽欧朗上市给出实诚价
4月20日，中国一汽为欧朗上市专门举行

了一场演唱会。尚雯婕、丁当、吴克群、苏打绿
等当红艺人登台献唱，凸显出欧朗年轻时尚
的一面。在此次上市会上，一汽宣布欧朗共有
6款车型，市场售价为6.28万-8.98万元。此价
格比很多人预计的售价低了许多，现场引起
一片赞叹。该车在本届北京车展上展出。
此外，一汽欧朗还引入了中国一汽自主研

发的D-Partner车联网系统，车主可随时随地享
受“网络无处不在”的生活。 （王飞）

莲花八车齐发T5领衔
4月23日，莲花汽车在北京车展上一口气

携8款车型高调亮相北京车展。其中SUV车型
T5最为引人注目，现场还有L6等新车型。
莲花T5是一款融合了跑车基因和SUV车

型元素的“时尚都市跨界车”；而首次亮相的
莲花L6车型在造型设计风格上延续了运动元
素的同时加入了时尚和商务元素，可以称之
为兼顾运动和商务的“商务型轿跑”。此外，
莲花L3、L5这次推出的L3GT、L5GT强化了运
动性能。

旗云5全国上市7.58万元起
4月23日，旗云5在北京车展上宣布全国

上市。旗云5共有两种变速组合5款车型，价格
从7.58万元到10.18万元。

旗云5是旗云品牌系列中的首款B级家
轿，具有宽阔的车身，轴距达到了2.7米。提供
卫星导航、带定速巡航的多功能方向盘、彩色
可视倒车雷达等配置。

4月28日，旗云5成都区上市仪式在申蓉
奇瑞举行。 （王飞）

双龙旗舰车上市全车17个扬声器
4月24日的北京车展上，双龙汽车发布了

其豪华旗舰轿车Chairman W 2.8标准版，并
展示了代表未来SUV发展方向的概念车
XIV-2以及现有的多款车型。

Chairman W 2.8标准版全长5.135米，宽
1.895米，轴距2.97米，车身宽大。它采用了与顶
级豪车迈巴赫类似的后座娱乐系统，全车安装
17个扬声器，具有 8寸的高画质显示屏。（王飞）

众泰亮相转型Z300承担重任
本次北京车展，近年来发展迅速的众泰

汽车带来了Z300及T600首发亮相。
Z300承担着众泰战略转型的重任。据了

解，Z300不仅造型大气、配置齐全、操控出色，
且2700mm超长轴距傲视同级。众泰拳头产品
5008连续5年蝉联中国小型SUV产销冠军，获
得“自主小SUV常青树”的美誉。 （陈艾屏）

广汽ASX劲炫年内上市
北京车展，刚刚完成重组的广汽长丰携

旗下三菱帕杰罗、帕杰罗赛车、ASX劲炫以及
猎豹系列参展。

猎豹品牌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市场地位，
是中国SUV市场的“老字号”。本届车展，猎
豹展出了四款经典车型，它们分别是猎豹黑
金刚、猎豹飞腾、猎豹新CS6、猎豹CT5。厂家
负责人表示，广汽ASX劲炫国产车型将在今
年上市，而超高的性价比与运动血统，将为
二、三线城市带来新的活力。 （周燃）

东南V5重磅出击主攻高端紧凑型
车展上，东南汽车V系列重要战略车型

V3、V5、V6 Concept首同台亮相，共同诠释
“Vi-Do时代”的到来。

中级车东南V5、时尚智能家轿V6 Con-
cept全球首发，节油明星2012款V3菱悦风采版
华丽 现 身 。三 菱 品 牌 业 携 翼 神 B&W
(Black&White) 特仕车与翼神致炫版同台亮
相，共同演绎时尚与品质的完美结合。东南V5
是东南汽车的战略产品，将主攻高端紧凑型
市场。 （刘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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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车的售后服
务一直为众多车主所
诟病，价格动辄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的豪
车，售后服务却和其车
价不相匹配。根据不少
豪车车主的反馈，自己
花了大把钞票买回来
的豪车，在售后保养维
修中却遇到了诸多问
题，比如拿去维修后迟
迟无法提车、保养维修
费高得离谱、经销商卖
了车后服务态度180度
大转弯，完全不把车主
当回事等等。

本报上个月派出
多名记者，兵分五路对
成都五大豪车商圈进
行集中调查，此次调查
涵盖了成都几个豪车
商圈的几乎所有豪车
店，包括大家熟知的奔
驰、宝马、奥迪、雷克萨
斯、讴歌、英菲尼迪、凯
迪拉克、沃尔沃等等，
而调查的内容则涵盖
了各品牌畅销车型常
用配件、保养工时费价
格、售后软硬件方面基
本情况。如果您是豪车
车主，如果您在售后服
务中遇到问题，欢迎拨
打本报热线电话：
86613333-1。

本报开启
豪车售后服务
调查

活动播报

成都等8家城市
西雅特展厅开业

4月24日，西雅特中国宣布，西雅特城市展
厅在成都、长沙、重庆、南京、深圳、苏州、武汉和
郑州同一天宣布正式开业。位于机场路的西雅
特成都城市展厅———成都新西亚，开业当天为
第一批LEON车主交付了新车。
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会成员、执行副

总裁苏伟铭先生表示：“中国市场上的西雅特
城市展厅，有两大特色：一是西雅特品牌在中国
市场上第一个实施全球全新品牌标识；二是创
新性地运用“视、听、嗅、味、触”五种感性体验
为消费者创造独特的消费与品牌体验。”

西雅特采取了精准布局的经销商网络战
略。具体来说，西雅特选定中国市场上最具有发
展潜力的15个城市，作为经销商布局的第一批
重点城市。这些精心挑选的城市都具有深厚的
发展潜力，它们是各个区域的经济、教育中心，
人口数量在500万-1000万之间，并且是高科技
和新兴产业中心。西雅特会以这15个城市为核
心，面向年轻的都市精英，展开精准营销沟通与
销售。 （刘爱妮）

全新凯美瑞试驾会
成都站火热招募中

广汽丰田 ACTION C 万人百场全新凯
美瑞对比试驾会成都站将在5月盛大开启。

据广汽丰田三和新元素店市场部介绍，本
次试驾会有四大特别突出的特点。一、科技性。
广汽丰田精英团队携带了大量高科技电子设
备，现场测量车辆的实际油耗、静音系数、刹车
距离等数据。二、一站式试驾，同级竞品现场
PK；三、本次活动特别从全国邀请了最顶尖的
专业车手，陪同您进行全程试驾；四、围观有礼
试驾有礼。凡到场参与活动就可获得精美礼品，
现场订车更有超值好礼。
本次试驾活动可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报名和

预约，登陆广汽丰田三和新元素网站或者关注
该公司微博（@

广汽丰田三和新元素店）回复
试驾会话题等，以及活动期间到店均能进行报
名。 （陈佩佩）

有的吃不饱有的撑着了

如今拥有一辆豪华品牌汽车不再
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一些车主
也会时不时喊出“买车容易养车难”的
抱怨。确实，当面对难以算清楚的维修
保养账单时，当售后顾问给出的承诺迟
迟无法兑现，当车商态度傲慢冷漠时，
你是否会对售后服务感到不满呢？在一
个个形象光鲜的4S店展厅后面，平时被
车商列为“禁地”的售后车间内又是怎
样一个实际状态呢？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兵分五路对豪
车售后做了一次集中调查，发现确实存
在一些问题，比如售后等待时间过长、
休息区软硬件落后、售后配件和工时价
格过贵等等。

兵分五路打探豪车售后“禁地”

问题A
新店和老店冰火两重天

今年豪华车经销商的大量增加，让豪
车的售后服务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老
店的售后需要排长队，而新店偌大的售后
车间却是冷冷清清。

成都商报记者在龙潭寺的华星名瑞
奥迪店看到，华星名瑞奥迪两层的售后区
域，一楼的售后区域停了近三分之二的车
辆，二楼的售后车间只有几辆维修车辆。

新开业的百得利奥迪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虽然这些新店都是按照奥迪最新的全球
标准修建，无论是展厅还是售后车间都更
大、更全面，但是因为是新开业不久，无论
是在知名度还是销售量上，都还处于摸索
阶段。反观华星名仕、新元素和三和的奥
迪店，他们的售后几乎是过于饱和，记者
在几家老店都看到若干车主在排队等待
车辆的现象。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大多数消费
者的习惯是喜欢在买车的地方做维修保
养，此外很多人还没有预约的习惯。其实
汽车的售后维修保养只要是在同一品牌
的4S店，所享受的都是全国统一标准的服
务。如果消费者到某个4S店做售后需要等
待，或者对某些4S店的售后不满意，完全
可以尝试换一个4S店进行保养维修。

问题B
休息区软硬件细节需要提升

在豪华品牌这个层面，品牌经销商均
非常重视服务环境的营造。因此各个品牌
在硬件设施上相差不大，都配备有基本的

影音、游戏、娱乐休闲设施和免费餐点服
务，功能也都较为齐全。

尽管大部分豪车经销商都为消费者
营造了舒适的休息区域，但是仍然有一些
经销商忽视了售后细节。记者在调查中至
少发现了三个问题，一是没有专门的儿童
玩耍区域；二是维修区域面积不够，造成
一些车主甚至没地方坐只能站着，尤其是
周末人多的时候；三是维修区域设施陈旧
落后，记者在某个经销商的休息区看到了
两台“古董级”老电脑，而且不能上网，放
在那里完全就是一个摆设。

林先生是一位合资品牌4S店售后经
理，他告诉记者，休息区域的设计和布局
对车主影响很大，这也是体现经销商服务
细节是否做到位的地方。现在很多合资品
牌都要求对老店重新翻新改造，就是希望
提供更良好的环境，留住客人。一些豪华
车品牌依仗自己时间久、地理位置好、品
牌影响力大的优势，不注意休息区域这些
细节，从长远来看，这样会伤害品牌形象，
也会对经销商不利。有比较才有差距，消
费者一旦发现了环境更好、服务更好的地
方，或许以后就会转移地点了。

问题C
配件及工时费高昂价格厂家说了算

豪华车的配件和工时费高昂一直是
车主投诉的热点，尤其是一些豪车中，10
来万元的微型车的售后保养价格，居然和
100万元的车不相上下。

根据记者调查到的情况，日系品牌的
维修保养费用相对欧系品牌更“亲民”一
些，多数常规项目上雷克萨斯、英菲尼迪
和讴歌的保养、配件价格与欧系品牌有
30%-50%的差距。在一些常规维修项目
上，不同品牌之间形成了较大的差距，如
前刹车片的价格低者不过500元，而最高
者超过5000元，相差在十倍以上。

对于配件和工时费的高昂价格，经销
商也显得很无奈。作为某欧洲豪车品牌的
售后经理，萧先生告诉记者，经销商的配
件和工时价格都是由厂家来定，全部都是
统一价格，配件也都是从厂家正规渠道进
货，当然由厂家说了算。当然，不排除一部
分经销商为了获取暴利而向车主乱报价。

成都商报记者邹宏志

4月26日，全新奥迪A6L西部区上市庆典在
成都隆重举行。一汽-大众奥迪宣布，全新奥迪
A6L共10款车型，售价为38.30万元至74.26万元
并提供丰富的个性化订车方案。

相比上一代车型，全新奥迪A6L在同级别
中首次全系应用燃油直喷技术。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全新奥迪A6L提供了专为中国市场开发
的2.5升V6 FSI燃油直喷发动机，它集高效、平
顺及强劲动力于一身。同时，多项来自奥迪高效
模块技术的最新成果，以及具有一流传动效率
的8速multitronic无级/手动一体式变速器、7速S
tronic双离合变速器和6速手动变速器，将全新
奥迪A6L的整车高效性能再次放大，令油耗及
排放大幅降低。

同时，全新奥迪A6L比上一代车型增加了
十余项全系标准装备，其中包括带能量回收装
置的发动机启停系统、MMI touch触摸板等在
同级别中首次出现的领先装备，这为中国高档
C级车市场设立了全新入门基准。 （刘爱妮）

全新奥迪A6L
西部区域上市

长沙车展12月开展
在北京国际车展开幕前夕，中国（长沙）国

际汽车博览会组委会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第八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将于
12月13日至17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长沙车展是中部地区最大规模和最大影响

力的车展，本届车展预计将有来自全球20多个
国家、200多家企业的650余台展车云集，展览面
积达9万平米，参展品牌90余个，国内外近1200
名记者将聚焦展会，创历届之最。本届长沙国际
车展将以“有我所爱”为特色，主打概念车与豪
华车两大金字招牌。 成都商报记者王飞

启辰D50上市6.78万元起
4月23日，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携NISSAN、启辰双品

牌重磅登陆北京汽车展览会。首款量产车型启辰D50正式
上市，EV概念车———启辰e-Concept也首度亮相。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宣布，启辰D50即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上市销售，四款车型的售价分别为：舒适版MT
6.78万元、尊贵版MT 7.48万元、舒适版AT 7.68万元、尊
贵版AT 8.38万元，并将全面享受“3年或10万公里”质保
政策。 （严旭）

上周，北京现代在北京车展上进行了全新中级车新
Elantra的国内首秀，并公布了其中文名“朗动”。
作为北京现代十周年的“开山之作”，朗动在外观设

计上延续了现代汽车“流体雕塑”的设计理念。从参数尺
寸上，朗动的长/宽/高分别达到了4570/1775/1445mm，
拥有领先于同级对手的超长轴距 (2,700 mm)，接近中高
级轿车水准。
朗动将搭建1.6L与1.8L两款发动机，其中1.6L配备的

是gamma cvvt发动机。朗动还采用了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以及AMS/MDPS等节油配置，使朗动可根据最优设计，
增加其变速效率，实现最佳油耗。
在配置上，朗动达到了中高级轿车的配置水平，配备

了双区全自动空调、DVD导航及倒车影像、座椅通风、前
排座椅加热、彩色 LCD超级仪表盘与一键启动等豪华配
置。更关键的一点，结合北京现代革新式的汽车“云”服
务理念，朗动还展示了Bluelink车载信息系统。 （王聪）

“朗动”来袭
北京现代十周年开山之作

4月18号在天津发布的最新成
绩中，所有碰撞类车型中，全新第七
代凯美瑞得到了最高分50.3分。其
实，这样的佳绩对于全新第七代凯
美瑞其实是意料之中的结果。全新
第七代凯美瑞拥有丰田独具优势的
全球杰出安全评价车身———GOA车
身，将“吸能-分散”科学原理发挥
到极致。在发生正面碰撞时，高强度
座舱能把撞击能量分散到车身各部
分，避免乘员舱变形，最大限度地保
护乘员的生存空间。而且，全新第七
代凯美瑞车身还采用100%高强度钢
板、超高强度钢板以及超高热成型
钢板，并强化B柱和后防撞梁等重点

部位，使得车身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同时，为应对与SUV碰撞的可能性，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将防撞钢梁的位
置提高，最大程度地缓解碰撞时产
生的伤害。

此外，全新第七代凯美瑞在大
部分车型上都配备了8个及以上的
SRS空气囊，高配车型更装备了同
级别车绝无仅有的10个SRS空气
囊，并配有前排座位三点式预警安
全带、能够降低头部与颈部伤害的
WIL概念座椅、ISOFIX标准儿童座
椅固定装置等丰富的被动安全装
备，为驾乘人员提供更细致入微的
全方位呵护。

碰撞试验主要检验的是车辆的被动安
全性能，而在主动安全性能方面，全新第七
代凯美瑞同样是不遗余力、傲视同级。它不
仅装载了带TRC牵引力控制系统的VSC车
身稳定系统、带EBD电子制动辅助系统的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BA刹车辅助系统以及
EBA紧急制动辅助系统，能够主动规避风
险，保证行车安全性，而且还具有BSM盲区
监测系统、PCS预碰撞系统、ACC主动巡航
系统等媲美豪华车的主动安全技术。值得一
提的是，它还搭载了G-Book智能副驾，把
“事故后安全”也纳入了考虑范围，它所具
备的紧急救援、被盗提醒等功能，能确保车
主出行无忧。此外，全新第七代凯美瑞还新
增了免费手机G-Book功能，实现了手机和

G-Book服务中心的连接，使用手机便可享
受到G-Book贴心、安心的服务。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不仅在国内的
C-NCAP碰撞测试中获得优异成绩，在更
为严格的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局
(NHTSA) 测试中，2012款凯美瑞也荣获了
五星的安全评价，并成功进入美国IIHS
2011年度值得推荐安全车名单。

此次全新第七凯美瑞获得C-NCAP

五星+安全评价，不仅为中高级车树立起
安全新典范，更是打破了日系车不如德系
车安全性能高的传统认知误区，彰显了其
安全无虞的极致安全品质，体现了广汽丰
田对消费者生命安全的重视与呵护，为中
高级车树立了全新价值标杆。全新第七代
凯美瑞卓越的安全性能，使得消费者在享
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真正做到了行车安心、
用车省心。 （陈佩佩）

作为中高级车的标
杆之作，凯美瑞自上市
以来一直持续热销。而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更以

成熟的动力科技创新，极大提升了
燃油的经济性和动力输出，成为了
中高级车市场上无可争议的高科技
新标杆。
自去年底上市以来，全新第七代

凯美瑞市场表现非常突出，引起了众
多消费者和车界的高度关注，销量节
节攀升。除了在科技和动力方面的良
好表现，全新第七代凯美瑞在安全性
方面更是表现的非常卓越。
4月18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C-NCAP评价结果公布，全新第
七代凯美瑞在正面100%重叠刚性
壁障碰撞、正面40%重叠可变形壁障
碰撞以及可变形移动壁障侧面碰撞
等3项试验中，表现极为出色，获得安
全最高评价“五星+”。这个成绩不仅
对上一代凯美瑞所创下的五星安全
评价实现了全新超越，也是同批次测
试的十款车型中唯一的“五星+”车
型！毫不夸张的说，全新第七代凯美
瑞引领了中高级车的安全标杆。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荣获C-NCAP“五星+”
树立安全新典范
拥有全球杰出安全评价车身
安全配置超越同级车型

傲视同级的主动安全
引领中高级车消费新观念

凯美瑞·尊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