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5日，在著名主持人朱丹及普拉多车

主的共同见证下， 一汽丰田PRADO普拉多

“觅境天下之2013川藏逐梦”自驾之旅在成

都正式启程。今年，正值普拉多国产十年，此

次逐梦之旅，既是探索，也是纪念，更是开

创。

据悉，由21辆普拉多组成的队伍从成都

出发，沿着“中国人的景观大道”———318国

道一路驰行，随后转道317国道，途径康定、

新都桥、巴塘、左贡、昌都、类乌齐县、巴青

县、那曲、当雄县等地，最终抵达拉萨。整个

活动共历时12天，总计2596公里的行程。

普拉多搭载V6� 4.0L双VVT-i发动机，

配合5速手自一体变速器为车辆带来了更持

久、强悍的动力，承袭了丰田SUV基因的越

野性能。 丰田独创的动力调节悬架系统

（KDSS），自适应可变悬架系统及多地形可

选驾驶辅助装置（MTS），更是为普拉多从

容应对各种路况提供了多重保障。 同时，普

拉多采用GOA车身， 搭载车辆稳定控制系

统（VSC）、主动牵引力控制系统A-TRC等

诸多顶尖科技， 从主动安全到被动安全，均

给驾乘者以十足的安心与保护。而普拉多气

势非凡的外观、 内部多样化的储物空间、豪

华典雅的内饰、丰富的影音娱乐配置及舒适

性配置，均让驾乘者可以自由舒适地穿梭于

都市与山水之间。

（刘爱妮）

长城润滑油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第

五分站于近日在成都国际赛车场落下帷幕，

在超级量产车组决赛中， 上海大众333车队

完成了精彩的一役，王睿、韩寒及高华阳成

功包揽领奖台前三； 在中国量产车组别中，

北京现代车队崔岳收获冠军，亚军、季军分

别由广汽丰田雅力士张汉标、海马福美来车

队陈旭夺得。

红牛最快圈速奖方面，中国量产车组由

北京现代车队崔岳凭借其在第2圈做出的1

分47秒81的时间夺得；超级量产车组则由上

海大众333车队车手张臻东夺得，时间是1分

37秒791。

长城润滑油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第

六分站将于9月21-22日移师广东国际赛

车场。

（夏厦）

日前，专营劳斯莱斯、宾利、兰博基尼、

玛莎拉蒂、 保时捷等百万元级以上豪车的

和平二手名车馆宣布正式开业。 在名车展

厅林立的机场路片区， 这家二手车名车馆

不仅拥有二手车经销商从来没有过的豪华

展厅，还凭借完善的售前、售后设施以及专

业的服务打造出媲美4S店的豪车消费体验。

据悉， 和平二手名车馆展厅是西南地

区首家5星级展厅， 展厅面积多达6000平方

米， 具备完善的配套设施， 包括儿童游乐

区，影音区，按摩区，咖啡吧等，让客户享受

尊贵的购车体验。成立于2000年的和平联营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是专业从事二手车的销

售、评估、置换的二手车公司，在历时十余年

的历练中，公司已积累了丰富的市场资源，

人力资源，并同全国的高端二手车商建立了

良好的业内合作关系，确保了车辆的收购、

销售价格最大化的统一、透明，保障了用户

利益的最大化。值此新店开业之际，和平创

始人李斌先生郑重承诺：1年1万公里质保，

不限车型；购车7天内不满意包退换；半年内

发现所购车辆为事故车或车辆公里数不真

实全款包退。

（刘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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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9月11日，华晨之家“技能达人，非你莫

属” 第八届服务技能比武大赛在成都活态

互动体验舱成功举办。经过层层严格选拔，

全国16名中华品牌服务技术精英、16名金杯

品牌服务技术精英站在了决赛擂台之上。

四川明友汽车和常州华晨汽车获得了团体

冠军，成为本届技术大比武最佳团队。

为了提升售后服务人员的团队合作、

鼓励售后服人员竞技意识、 增强各区域技

能切磋， 本届大赛一改以往的笔试作答形

式， 创造性的开创了擂台达人的大比武形

式。通过服务情景模拟PK赛、实操考核、耳

聪手快抢先锋、终极PK逆袭战四个环节，全

面展开华晨之家售后服务体系达人擂台竞

技。 华晨之家服务技能比武大赛到今年已

经历时8个春秋，现已成为华晨之家的特色

活动之一。2013年J.D.Power客户满意度调

研结果中，华晨之家服务满意度与2012年相

比上升了19位，提升显著。

（刘爱妮）

近年来，豪华车价格越来越亲民，但售

后保养成本却依然高高在上， 不少消费者

都感叹“买车容易，养车难”。如果豪车4S店

不卖车，专注“3S”服务，是否值得你的信

赖？ 日前， 一家号称专营路虎捷豹零配件

（Sparepart）、维修服务（Service）、信息反馈

（Survey）3S标准的成都英联名车维修中心

在蓉成立。凭借纯正进口配件、厂商认证技

师、专业团队等软硬件优势，再加上实惠的

价格，这种“只修不卖”的专业汽修机构或

将成为不少豪车消费者售后维修的新选

择。据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引进了各类汽修

专用工具设备及原厂检测仪器，如路虎捷豹

专用诊断仪、四轮定位仪、大梁校正仪、动平

衡机、拆胎机、尾气排放分析仪等各种专业

修复机等，保障了“专车专修”。而维修保养

中使用的配件，均保证为纯正厂家原装进口

配件。此外，他们还聘请了多名原从业于路

虎捷豹品牌4S店的维修技术人员，他们中有

的曾获得路虎捷豹厂家的三级技师认证，有

的10年以上维修经验，确保“修车、改装、美

容”专业质量。而接待咨询服务以及独创可

视化车间及敞亮客户休息区，也将带来了更

好高效、迅捷、实惠的一站式服务。

（刘逢源）

9月8日，时值启辰品牌诞生三周年之

际，东风日产在郑州工厂迎接启辰第十万

台下线，并宣告全球首款搭载北斗导航系

统的量产乘用车———启辰北斗导航版正

式上市，售价为：D50、R50北斗导航版MT

售价7.88万元，D50、R50北斗导航版AT售

价8.78万元。随着启辰北斗导航版的上市，

中国车载卫星导航市场翻开全新的一页。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

全球卫星定位与通信系统，正式进入在民

用乘用车市场的推广与普及阶段。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表示：三年之

间， 在中国汽车普及时代的大背景下，东

风日产洞察消费者需求，完成了启辰品牌

从初生到体系力构建，从首款新车上市到

十万台达成的非凡之旅。

9月8日下午， 一辆前所未有的启辰

D50在东风日产郑州工厂驶下生产线，它

是启辰品牌第十万台整车，也是首台北斗

导航版车型。随即，东风日产宣布，启辰北

斗导航版车型正式上市。启辰搭载的北斗

导航终端采用了最新的北斗/GPS双模模

块，与其他导航终端相比，新增多项搜寻、

多途径点设置等功能，实现更好的人机互

动体验。同时，启辰根据中国消费者使用

习惯，对中控台进行全新设计造型，为客

户带来更高精度、便捷、人性化的实用导

航和通信服务。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

自主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

信系统，截至2012年底，我国已经有超过4

万艘渔船和10万辆公务用、商用汽车安装

了北斗导航系统。

十万台的迅速达成，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启辰品牌通过“燎原行动”迅速延伸的

网络触点。通过迅速建立的1400家二级网

点，让广大三四线城市乃至县乡的消费者

都能够买到启辰。2013年， 启辰又启动了

“深耕行动”，在进一步拓展网络的同时，

更注重提升各网点的经营质量。 到年底，

启辰专营店将扩充至150家， 而二级网点

在更新换血的前提下将达到1500家。据任

勇介绍，在北斗导航版上市后，启辰今年

还会有一款全新车型上市。 与此同时，还

有多款车型都处于积极的研发中，明年投

放的全新车型将不止一款。启辰将在几年

内形成覆盖各主要市场区隔的产品阵容，

更充分地满足中国消费者不同的用车需

求。在销量上，凭借体系实力和新车的加

速导入，启辰的销量将继续加速。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众所周知， 北汽直言不讳绅宝在关键

技术领域师从萨博，甚至直接喊出了“源于

SAAB，高于SAAB”的口号。不过绅宝在外

观造型方面确实没有任何模仿的痕迹，对于

不少萨博迷来说，可能会比较失望。而北汽

邀请的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

操刀，并根据中国市场的需求，在原有萨博

9-5所使用的GM2900平台基础上， 将轴距

从原有的2703mm加长至2755mm，以满足国

内消费者更宽敞车内乘坐空间的需求。

至于其内饰设计，总体简约、规整，几

乎看不到任何萨博的影子， 但就做工和细

节而言，如接缝的处理、塑料件的毛刺、光

泽等方面等与同级别大部分合资品牌车型

相比尚有差距。配置方面，你能想象到的几

乎所有中高级车配置它都拥有，安全配置上6

个安全气囊、ABS+EBD、ESP车辆稳定控制系

统、TCS牵引力控制系统、坡道辅助、胎压检

测甚至连盲点监测系统都是全系标配。 对于

一辆15万级别的自主品牌来说， 这样的配置

还算厚道。

记者试驾的是一台2.0T标配车型。在试

驾之前的说明会上，厂家专家介绍，绅宝的

动力系统调校是按照欧系风格为标准的。在

实际驾驶过程中，记者确实感受到了其与其

他 2.0T车型的不同之处 ： 转速度低于

2000rpm的时候，涡轮似乎并没有太给力。随

着油门踩深，当发动机转速超过2000rpm，涡

轮增压器介入， 整体感觉有了明显好转，如

果继续加大油门，其强调的“欧洲调校”就

能让发动机的输出变得更加迅猛， 动力明

显再次爆发，更让记者感到惊喜的是，哪怕

速度已经上到极限， 但脚下总感觉还有连

绵不断的动力还没有从油门释放出来。这

也是这次试驾最大的收获， 其运动基因也

清晰可见。

当然，这款新生的自主品牌车型也存在

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比如高速下，该车因

为涡轮介入后的噪音会让人感到心烦，车内

降噪方面还有不少提高的空间。其次，由于

其天生的“运动基因”，因此在减震方面的

调校也较其他强调舒适的车型有所不同。能

够清晰地感受到驾驶路面的状况，这也不是

所有消费者能接受的一点。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感受与生俱来的运动基因

———试驾北汽绅宝

关注北汽绅宝的人应

该有两种： 一种是崇拜原

产萨博的个性、 希望看到

萨博的“血脉”得以留存

的人； 另一种则是曾经仰

慕和向往萨博， 但之前可

能买不起， 现在更愿意看

到有一台低价版的 “萨

博”出现的人。记者是属于

后者， 因此此次试驾完全

是以准备成为一名准车主

的心态进行的。而这辆“为

运动而生” 的绅宝也确实

没有让人失望。

启辰十万台下线

全球首款量产

北斗导航版乘用车上市

这新店不卖车 3S概念首现蓉城

这新店卖二手车 打造的是4S店模式

CTCC成都站完美收官

PRADO普拉多 川藏逐梦之旅成都启航

华晨之家 技能大比武总决赛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