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涡轮增压、混合动力，马自达找到了省油的

第三条路：将传统技术发挥到极致,例如提高发动机

和变速箱效率，降低车身重量和风阻等等，达成的效

果很明显,它降低了15%的燃油消耗。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日前，长安马自达在长白山

举办了主题为“超乎你想象”的国产C X - 5媒体试

驾会，成都商报记者亲身体验，应该说，这个很高调

很自信的口号，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2.0L发动机，四驱，1.5吨重的车身，四个乘客，山

路和场地测试，你认为油耗应该是多少？行车电脑显

示的平均油耗为7.8升/百公里， 相比工信部公布的

7.4升/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仅多出0.3L。据工信部公布

数据， 其2.0L两驱车型，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仅为

6.6L！因为有i- Stop智能怠速停止系统的存在，你也

不用担心市区内的拥堵让油耗陡增，2.5L车型还提

供i- ELO O P智能制动能量回收系统，不会让宝贵的

能量在刹车减速中白白付之东流。 即使你基本没有

节油驾驶经验，这款车也能达成很低的油耗。另外值

得一赞的是，虽然有高达13：1的高压缩比，这款发动

机居然还能喝93号汽油，也为车主节约了油钱。

C X - 5是马自达采用“创驰蓝天”技术的首款

车型，这个技术本身比其名字更复杂，简而言之，就

是对发动机、变速器、车身和底盘进行“四位一体”

的全面技术革新。 高压缩比发动机、0.33的风阻系

数、采用“全速域锁定技术”的高传动效率的6A T手

自一体变速器等等都是“创驰蓝天”组成的一部分。

长白山的山路高低起伏，弯道也多，这款车的方

向很精准， 根本不像是在开一辆SU V而是一款运动

轿车。虽然离地间隙高达215毫米，但是它高速行驶

也很稳健， 这与其外形漂亮的风阻车身和良好的底

盘有很大关联。有浓郁欧系车风格的内饰很友好，各

项操作都很就手，自动大灯、自动雨刮、自动空调等

功能也相当齐全。变速箱的换挡快速平稳，几乎感觉

不到顿挫， 而且其怠速停止系统可在0.35秒内重新

启动发动机，几乎不会对正常驾驶造成影响。厂家没

有对其四驱系统进行详细讲解， 不过对于这样一款

城市SU V而言，越野应该并不是其强项，四驱主要是

提高湿滑路面的操控性和安全性， 就目前市场上

SU V的普遍水平来论，其应该可以满足这样的需求。

这是一款卖相很足的高质感SU V车型， 决定其

未来市场表现的唯一可变因素就是价格， 这个悬念

将在8月中下旬揭晓，如果与18万元- 16万元的预售

价相当甚至更低，其市场表现值得期待。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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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新 / 车 / 试 / 驾

马自达CX-5：

省油 就是这么自信

近日， 众多国内车企纷纷透露了自己的

“上半年成绩单”，而在此次“中考”中，长安汽

车的逆势猛增让众多业内人士刮目相看。 数据

显示，今年1- 6月长安乘用车销售25.71万辆，同

比增长高达80.2% 。 昨日从长安汽车传来消息，

作为唯一一个参展的中国厂商， 长安汽车还将

再次参加于9月中旬在德国举行的法兰克福车

展，这将是继2011年之后，长安第二次参加世界

五大车展之一的法兰克福车展， 致尚、C S75等

众多新车将在车展上亮相。

近两年来， 长安汽车推出的逸动、C S35已

经成为长安汽车销量的主要贡献车型， 刚上市

不久的首款中高级轿车睿骋也取得开门红，即

将推出的两厢车致尚X T更是备受期待。 此外，

长安汽车在意大利、英国都设有欧洲研发中心，

这使得长安汽车的产品吸收了世界上最先进的

汽车技术基因，如意大利的外形设计成果，以及

英国的发动机技术成果， 推动了其产品品质向

世界一流产品的看齐。

此次法兰克福车展上， 长安汽车将全球首

发一款中型SU V产品———长安C S家族的C S75。

届时，长安C S系列（C S35\C S75\C S95）自称媲

美欧洲的产品品质将接受欧洲同行挑剔的眼

光。此外，包括致尚X T 、逸动H ybird、睿骋等车

型届时都将一一亮相。

（周燃）

来自英国的m ini�cooper、来自意大利的菲

亚特500、来自德国的奔驰SM A R T可谓全球最

经典的三款精品小车。 菲亚特500更是因为不

可复制的经典“卡哇依”外形深受众多时尚年

轻人的追捧。

如今， 与G U C C I深度合作的意大利全进

口菲亚特500首次推出7折秒杀价，引领全国先

锋。 入门级时尚版16.98万元折后价仅11.89万

元， 运动版19.78万折后价仅售13.85万元，而

G ucci珍藏版最高优惠高达8万元。原价20.98万

元的500C敞篷时尚版， 现在14.69万元即可购

得……菲亚特500以超优惠的价格全面杀进入

门级家轿级别，直逼奔驰SM A R T等竞品车型。

记者从位于机场路辅道的城市车辆获悉，此次

菲亚特500七折秒杀行动首批30辆已经销售一

空，新增货源预计一周内到货。

（张煜）

首付９.1万

开回终极四驱利器！

长安新车

首发法兰克福车展

7月26日， 上海世博会中国馆， 奇瑞以

“至诚 致真”为主题，隆重发布了全新品牌

形象下首款战略车型艾瑞泽 7（A R R I-

Z O 7），此次发布的艾瑞泽7共有致真版、致

领版、致尚版、致享版、致尊版在内的5个配

置8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89万- 12.69万元。

作为奇瑞汽车进入发展第二阶段的代

表作品， 艾瑞泽7是自主品牌中完整运用与

国际汽车行业做法接轨的正向开发模式打

造的首款产品。对于艾瑞泽7，奇瑞汽车曾自

豪地宣布，从这辆车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国

外车型的痕迹”。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汽车工程技术研发总院院长陈安宁

在接受采访时， 认为艾瑞泽7已经具备了合

资品牌水准。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尹同跃表示：“奇瑞一直怀着一颗至诚的心，

实现着‘为消费者造好车的承诺，艾瑞泽7如

果成功，那不仅仅是一个车型的成功，它是

体系的成功、自主研发的成功，它会给我们

以坚持正向开发的坚定信心。”

（刘逢源）

奇瑞

“押宝”艾瑞泽7�

最“卡哇依”的菲亚特500

七折了

7月1日至9月30日，Jeep旗下灵魂车

型———Jeep牧马人推出极具诱惑力的金融方

案：消费者可以选择 “20%低首付、2- 3年低

费率”或“45%首付、45%尾款、1年低费率”

来购买意向车型。以3.6L撒哈拉两门版为例，

消费者只需支付91980元的首付， 就可以轻

松拥有Jeep牧马人车型。如想获得更多信息，

请垂询当地经销商或登录Jeep官网w w w .

jeep.com .cn。

Jeep��W rangler牧马人自诞生起， 以三

度蝉联“全球十佳”的3.6升 Pentastar�V 6高

效动力和这个星球上最终极的四驱能力，

树立了无可撼动的王者地位。 更全能的

R ock- T rac机械式分时四驱系统,�拥有业界

唯一的4:1低速分动箱, �可将发动机扭矩放

大4倍,�可在任何环境下都如履平地。

忘记都市的繁杂与喧嚣， 做一回久违的

自己，Jeep牧马人可以带着你去实现每一个有

关自由的愿望！如今Jeep牧马人R ubicon十周

年限量版即将上市，期待您的驾临。

（张煜）

买Jeep指南者

首付仅需4.4万

如何无忧畅享夏日激情， 进口全能都市

SU V �Jeep指南者助你轻松上阵！即日起至9月

30日，Jeep指南者汽车零售金融方案强势来

袭。此次，由克莱斯勒中国金融服务专家，根

据都市年轻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提供更为弹

性的可选式购车理财方案：“低至4.4万元的

20%低首付以及2- 3年低费率”， 扫清消费者

的首付压力；而“45%首付、45%尾款以及1年

低费率”日供仅需91元，让消费者轻松还贷

无负担。欲了解详情，敬请联系当地经销商或

登录Jeep官方网站w w w .jeep.com .cn。

经过大幅升级的2014款指南者， 今年朝

着Jeep品牌“更高效、更全能、更精湛”的方向

进发，配备更高效全新6速自动变速箱、同级

领先的Freedom �D rive主动式四驱性能，拥有

低至8.4升/百公里油耗，更精湛外观内饰设计

以及越级安全科技配置， 与众多国产都市

SU V相比，无疑成为最具性价比的进口SU V 。

（张煜）

试驾时间：近日

试驾地点：长白山

试驾车型：国产

CX-5

试驾车辆预售价格：

18

万元

-26

万元

7月27日下午，精典汽车丽都汽车广场圆形展

厅内挤满了人，但却鸦雀无声，大家都屏住呼气，

观看一场高水平的大赛。 从26名装饰技师中脱颖

而出的8名专业膜技师，正在为四台豪车贴膜。

“精典名车贴膜”大师赛，由四川精典汽车

快修美容连锁有限公司举办，这既是一场精典汽

车的内部技能竞技考核，也是一次让广大车主客

户感受“精典名车贴膜”的体验平台。参赛技师

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贴膜技艺对车辆进行着专

业化的贴膜施工。清洗、裁膜、烤膜、上膜、贴膜及

修整。在比赛中，与其说是与他人竞技，不如说是

对于贴膜专业技能的一次自我考核。

现场观众不仅能感受到贴膜大赛的激烈赛

况，还设立了派对活动区、贴膜专家演示区、冷餐

点餐区等活动区域。“在过去从来没有这样详细

了解过车膜， 原来选购车膜还有这么多的学问。

这次来到精典贴膜赛现场， 我终于眼见为实，消

除了我心中的很多疑问！”参加此次活动的李先

生这样说。

（刘爱妮）

“精典名车贴膜”大师赛圆满结束

菲亚特

500 Gucci

版

Jeep

牧马人

Rubicon

十周年限量版

一汽马自达2013款Maz-
da6年型车的瞩目上市，为仲夏
时节的车市再掀波澜。新车型共
分三款，分别是2.0L手动型、
2.0L时尚型和2.0L超豪华型，
终端售价135800元起。新款
Mazda6年型车在保持“弯道
之王”的驾控基础上，对外观、科
技与内饰上进行了大幅的人性化
升级，亲民的价格让消费者感受
到2013款Mazda6年型车带
来的“驾由新生，值享生活”。

Mazda6的“新生”，
用户的“心声”

10 年的洗礼，打造了Mazda6 在用户
心中不可撼动的个性身姿。与时代共步，与
科技同行，新车型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大大
丰富了人性化配置，2013 款 Mazda6 再展
“新生”风范，满足用户“心声”，让车主感

受到真正的“驾值”：通过多样的经销商店
头活动———“马 6带你去遛弯”、“幸福转
弯即见”等一系列活动，让笔者亲身感受
到了 2013 款Mazda6 所带来内外兼修的出
色表现： 前杠两端装配了使用率更高、效
果更明显的全天候 LED行车灯；同时增加
双侧后视镜转向灯，这样的设计使得整车
给人一种质感更强，品质更高的感受。金属
拉丝的运用与内饰色泽的修正，使得全面
升级的Mazda6 内饰运动感剧增，同时也
凸显出新款年型车的国际化风范。科技配
置方面，2013 款 Mazda6 将 CD 下方的控
制按键升级为大尺寸触控屏，倒车时还能
呈现倒车影像。升级的中控台增加了 I-
pod、AUX 接口以及蓝牙设备，让娱乐随
行。另外，大灯自动开关，雨感式雨刷和自
动空调，诸多配置的升级大幅提高车主的
驾乘感受。

Mazda6综合价值高
驾驶才知真“驾值”

Mazda6 出色的动力与操控表现让它
被誉为“弯道之王”。高位双横臂前悬架设
计，让我们在高速过弯时最大限度减小车

身侧倾，加之精准的操控指向性与清晰的
路感，真正达到了“人马合一”的境界；E
型多连杆后悬挂拥有高刚性及高抓地力，
即便采用激进的驾驶方式，也能防止甩尾
情况的出现，始终令Mazda6 在弯中保持最
完美的行驶姿态；配以优异的制动系统、电
子式控制阀、多挡自动变速箱，再将安全保
障系统与宽享舒适氛围融合于一体，使得
整车驾控乐趣 360° 包围在 2013 款 Maz-
da6 身上。
无论是个人主义、还是实用主义，2013

款Mazda6 的到来，让众多追求驾驶乐趣、
安全行车的客户得偿所愿，把驾驶乐趣和
综合价值合二为一。与此同时，唤醒了儿时
对“Zoom-Zoom”情节的憧憬，让我们对
于速度、驾控的梦想在Mazda6 身上得以实
现。这一切的变化，都让 2013 款Mazda6 的
“驾值”猛增。

2013 款 Mazda6 已经通过自身的提高
回馈了长久对其支持的用户，同时也将通
过更加悉心的服务回馈全年龄段拥有它的
精英车主。一汽马自达 2013 款 Mazda6 是
卓越的驾驶乐趣和超高的综合价值完美结
合，它不断向消费者传达追求卓越的“驾
由新生 值享生活”的核心价值。

驾由新生值享生活
———Mazda6年型车与时俱进回馈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