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车展回顾

一天当中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的
阳光最强、紫外线最具威力，对皮肤的伤

害最大。酷热中开车不可避免，但可以尽
量避免在这些时间段出行。

4月23日，锦湖轮胎携从陆地到航空应
用领域、包括市场主力销售VENTURE\翼
驰达（ECSTA）系列轮胎、全球率先独立开
发的SUV用32英寸轮胎、翼驰达（ECSTA）
系列赛事用轮胎、民用航空轮胎、军用航空
轮胎等共14款轮胎，以“用心为明天”为参

展主题，震撼亮相本届北京车展。
在本次车展上，锦湖还展现了目前已经在

市场中普遍应用的两大先进技术：应用于赛车
领域、由锦湖轮胎世界第一独立开发的彩色烟
雾轮胎，和韩国第一、世界第四位独立开发的
XRP缺气保用轮胎制造技术。 （陈艾屏）

4月23日，中国一汽在北京车展上正式
发布了"TQC"全品质关爱服务品牌。中国
一汽希望通过“TQC全品质关爱”服务品
牌来进一步提升其品牌影响力，该公司负
责人表示，这个服务品牌的发布是中国一
汽针对汽车后市场的挑战和消费者汽车服
务需求的增长所提出的一个前瞻性解决方
案，是其做强做优自主品牌，强化中国一汽

品牌战略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王飞）

作为上汽商用车的重头戏，上汽
MAXUS大通InteCare行翼通发布会是商用
车展区最为媒体关注的焦点。InteCare行翼
通全网智能价值解决方案，是上汽集团与
中国电信强强联合，依照“国际基准”理念

开发的新一代人车互动技术。据了解，Inte-
Care行翼通作为一个全网智能平台，是车
联网、互联网与智能交通体系整合发展的
典范，必将引领商用车车载信息服务的行
业性变革。 （张逸抒）

本次车展上，长城汽车发布了全新品
牌理念———“专注、专业、专家”。原来的腾
翼轿车品牌在车展上更名为“长城轿车“。
尽管没有作特别的发布，但在长城的展台
上，记者注意到，原来的腾翼C30 、腾翼50

已经更名为“长城C30、长城C50“。长城汽
车总裁王凤英表示，很多消费者对“长城
“这两个字有比较特殊的感情，在经过缜密
的调研、论证后，把轿车品类的品牌名称改
为“长城“。 （刘爱妮）

在特别设置的“Think Blue. 蓝·创未
来”创新墙，大众汽车在车展上用“人机互
动”的方式，展现当前最具实际应用意义的
综合性节能环保汽车动力技术，例如TSI、
TDI以及Hybrid油电混合等技术。“TSI技术
体验区”为参观者带来前所未有的互动体

验和大众汽车领先的技术创新成果。该功
能区基于互动应用模块开发而成，通过用
户界面的触摸屏，你可以输入你的日常出
行信息，系统能够根据不同的出行习惯和
喜好为体验者推荐各类搭载TSI技术的车
型及详细车型信息。 （刘爱妮）

北京车展上，大众汽车品牌展台有一个
非常有趣的互动展区———“大众自造”，
“大众自造”项目是由大众汽车品牌2011年
5月面向中国公众打造的一个探索未来汽车
设计与制造的对话平台。公众可以通过这一
平台打造自己的“梦想之车”，探讨未来汽
车的发展方向。本届车展所展出的3款命名
为“幻彩音乐车”、“磁悬球形车”和“智能
车钥匙”的模型正是来自于“大众自造”平
台用户提交的优秀创意设计。 （刘爱妮）

4月22日，第十二届北京车展开幕前
夕，福特SUV家族全体亮相。福特官方正式
公布了三款车型的中文名称。Kuga将正式
定名为翼虎，Ecosport定名为翼搏，Explorer
定名为探险者。据悉，翼搏和翼虎都将在不
久之后实现国产。

全新福特翼虎搭载是1.6升及2.0升两

款EcoBoost发动机，1.6 Ecoboost发动机可
输出最大功率132千kW，最高扭矩可达
240Nm;而2.0升EcoBoost发动机机可输出
最大功率为 176kW，最 高扭 矩 可 达
340Nm。不过，与之匹配的并不是双离合
变速箱，而是六速自动变速箱。

（刘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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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来临，天
气越来越灼热，
“一白遮三丑”，
对美白的死忠让
防晒在夏日的阳
光中提上了日程。
随着女性车主越
来越多，车内的防
晒也不应被忽视。

行走在户外，
人对太阳的暴晒
会很敏感，而坐在
车内往往会注重
开空调降温而忽
视了紫外线的透
射。虽说坐在车
内，但紫外线超强
的穿透能力依然
可以透过车窗伤
到你的皮肤。

长时间开车
奔忙的车主、特别
是女性车主们应
该怎样防止紫外
线的辐射呢？以下
这些开车防晒的
功略可以实现轻
松防晒，让驾乘变
得更加愉快。

在大众开辟了“T”市场之后，德系大
众以1.4TSI为主导，随后美系通用1.6T、日
系1.6T的加入，小排量增压车型在市场的
受关注度也与日俱增。数据统计，2007年，
只有18%的汽油机是增压的。但到2015年，
54%的汽油机将是增压发动机。在节能减
排的全球趋势下，更大动力，更小排放的涡
轮增压发动机将成为市场宠儿。
面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多个进口、合资

品牌纷纷抢先推出了自己的T车型。而随
着合资品牌、合资自主产品下延，自主品牌
市场压力不断增加，向上做强也成为了自
救的途径，这其中技术的突破显得尤为重
要。去年以来，自主品牌譬如长城汽车、比
亚迪、华晨纷纷推出搭载T动力的车型，开
辟了自主品牌进军T家轿时代。

在车市大环境不太理想，自主品牌
销量下滑的时候，性价比很高的小排量T
家轿的推出，使其迅速成为了一个新的

增长点。“长城首款T家轿腾翼C50自去
年年底上市以来，一直供不应求，到现
在，我们在全川还积压了近200个订单没
有交车，而每月还不断有新增的几百
台。”建国汽车长城事业部总经理孙丽蓉
告诉记者，作为长城汽车品牌轿车系列
在四川的总代理，建国在全川拥有多家
长城店，但每家的腾翼C50都不够卖，而
且销量还在呈上涨趋势，“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解决货源问题，早日向客户交车，有
些客户已经等了几个月，但仍然没有提
出退订，我们都觉得很歉疚。”据记者了
解，腾翼C50自上市以来在四川地区一直
未有任何价格松动或优惠促销，但仍吸
引了大批客户排队订车，这在自主品牌
车型销量不如意，降声一片的背景下实
属不易。

比亚迪成都经销商也指出，比亚迪G6
1.5T车型上市后不久，其销量就迅速超过

了2.0L车型，而且还在逐渐扩大比例，“这
还是颇有些让人意外，毕竟1.5T车型的价
格要高出2万元”。

小排量T家轿为何能在自主品牌中
逆势增长，超高的性价比和节能的优势是
最主要因素。比亚迪G6搭载的1.5TI涡轮
增压缸内直喷全铝合金发动机，能使油耗
比普通发动机降低20%，而且还搭配了
DCT双离合变速器。而腾翼C50这款1.5T
发动机则是国内首款量产小排量涡轮增
压发动机，获得了“中国心”2011年度十
佳发动机，由长城汽车自主研发，采用多
种先进技术，较相同排量的非增压发动机
动力性能提高了30%，完全可以媲美2.0L
自然吸气发动机动力，而百公里油耗仅为
6.3L。孙丽蓉认为，腾翼C50热销，是因为
它满足了大部分消费者对高性价比、高科
技含量和高质量家轿的希冀。

成都商报记者刘爱妮

开车族防晒大闯关
阻挡紫外线，可以选择给玻璃贴膜，

特别是能隔紫外线的防爆膜。防爆膜的
隔热率是普通色膜的4-5倍，最主要的
是它能阻隔90%以上的紫外线辐射，特
别是前风挡防爆隔热膜，防紫外线的功
能更强，同时还能保护仪表台等车内物
件不会褪色老化。如果阳光过于强烈，可
以挂上带孔的半透明窗帘，即防晒也不
会遮住视线。

遮———给自己做好防护

夏日炎炎

紫外线无处不在，把自己包裹严实
才能有效防止紫外线的伤害。选择一副
质量好、颜色不要过深的太阳镜，保证良
好的清晰度能准确识别不同颜色的信号
灯和道路情况。
出门前涂上防晒霜，如果在日晒最

强的中午出行，可以多涂一层，如果长时
间开车，应随身携带一瓶防晒喷雾，利于

随时补喷。
对于裸露

在外的手臂和
脖子，超薄的棉
质长袖外套，或
防紫外线的袖
套、披肩等都是
阻挡紫外线的好帮手。

防晒第1关

带“T”的就是火
自主品牌开拓小排量T家轿

现在汽车界什么
技术最火？ 当然是带
“

T

”的。随着大众
TSI+

DSG

技术在车型中的
普及，国内市场消费者
对
T

动力（涡轮增压发
动机） 愈来愈钟爱，从
豪华车品牌，到合资品
牌，

Turbo

车型层出不
穷，带有“

T

”字母的车
型， 也逐渐成为了运
动、科技的代名词。

上汽MAXUS大通InteCare行翼通全球首发

长城汽车轿车品类更名为“长城”

福特SUV公布中文名

“ThinkBlue.蓝·创未来”
展示未来综合性节能环保汽车动力技术

“大众自造”探索未来汽车设计与制造

锦湖轮胎亮相北京车展

一汽推出TQC服务品牌
“女人是水做的”，女性当然时刻离

不开水的滋养。在酷热的季节里，车内高
温且开着空调，体内的水分流失会很快。
车主们一定要多喝水，利用等红绿灯的
间歇时间大口喝水，可以有效补充肌肤
水分的流失，保持皮肤的水润。

成都商报记者陈艾屏

天气慢慢炎热后，不少车主发现车
内的空调感觉不凉快或出风不通畅，这
时可以对爱车的空调进行一次彻底的清
洗。蒸发器的通风管道和出风口都不要
漏掉，一次彻底的清洗后，清除了残留在
风道里的细菌，空调出风口通畅了，出风
更凉快，也有利于驾乘的舒适性。

防晒第2关

贴———给爱车贴膜

躲———躲开最晒的时间段
防晒第3关

防晒第4关
出———保证空调出风通畅

防晒第5关
进———多喝水，补充水分流失

新闻分析

第12届北京国际车展，一汽、东风、上
汽、长安、北汽、广汽、奇瑞、吉利、华晨、比
亚迪、长城、江淮、众泰、东南汽车、海马、力
帆、华泰、中兴、莲花汽车等自主品牌厂家
集体亮相，在国际A级车展上一展中国自
主车的风采。
记者认为，分析本次车展自主品牌发

布的集团战略和展品的技术特色，未来，自
主品牌摆脱市场困境的突围方向应重点围
绕新能源、品牌和服务的提升。
在北京车展上，吉利在原“吉利魔卡”

概念车基础上成功打造的“吉利魔卡二
代”引人关注。这款概念车采用纯电驱动，
其内置的通用型电动轮椅提供无障碍关

怀，内部可藏可折叠的自行车、可折叠婴儿
车、电动摩托车等，与内饰融为一体。而且
伴随着设计开发，还诞生了100多项的创新
专利，极具量产前景。

北汽展出的E150 REEV增程式电动
轿车，在已有纯电动汽车平台上搭载了全
新开发的增程器发电系统。华晨中华H530
增程式电驱动车是在H530车型基础上，加
装了增程式纯电动系统。
根据跨国巨头和自主品牌厂家公布的

投放计划，2013年有望成为电动车密集上
市的高峰期。届时，展台上的“数据PK”将
转化为市场上真刀真枪的竞争。
本届北京国际车展上，各大自主品牌

对服务战略的重视值得关注。自主品牌作
为后来者，要想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应当在
服务上付出比合资品牌更大的努力，用真
诚和服务为品牌升级护航。

车展上，中国一汽正式发布了
“TQC”全品质关爱服务品牌，其内涵为，
不论何时、何地、何事，中国一汽都将以标
准化、专业化的高品质服务，细致入微的个
性化关爱满足客户的需求，践行品牌承诺。
记者注意到，比亚迪、一汽红旗等自主品牌
厂家都推出了长于现行国家标准的保修期
限。这种弯下腰扎扎实实为消费者做好服
务的心态正是自主品牌非常需要的。

据新华社

自主品牌突围方向：新能源、品牌和服务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