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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如今， 全新VIOS威驰将启用英

国当红乐团One� Direction作为车型

代言人。同时，他们在伦敦奥运会闭

幕式上压轴唱响的《what� makes� you�

beautiful》，也已签下广告使用权。世

界级明星的初次启用，不仅是一汽丰

田为全新VIOS威驰造势的一次大手

笔行动，更是由于他们充满阳光和活

力四射的形象高度契合了全新VIOS

威驰时尚年轻的品牌基因。

作为丰田导入中国的第一款

车，威驰已经征战中国市场近10年，

它是丰田专为中国设计的第一款

车， 也是当时第一款配置了DVD语

音电子导航系统的国产车， 它的出

现激起了人们对轿车舒适性的渴

望。因此，它曾经叱咤小型车市场多

年， 是不少消费者10万元家轿的首

选。 随着市场上车型的日益多元，，

近年来它开始逐渐淡出人们的视

线， 直到一汽丰田发布全新一代车

型， 唤醒了人们心中对威驰熟悉的

记忆。不过，这一次，你看到的全新

VIOS威驰，绝对将颠覆你记忆中威

驰的样子，它是丰田“年轻化战略”

的最新力作。

面对欧系车的强劲势头， 全新

VIOS威驰将如何在厮杀激烈的小

型车市场迅速找回当年的 “感觉”

呢？借以下几个问题，让我们先考验

一番全新VIOS威驰是否具有杀出重

围的竞争力。

一问： 上一代外形较为中庸， 全新

VIOS

威驰凭什么一眼打动消费者？

全新VIOS威驰，完美颠覆既往外

观， 以全新理念打造令人耳目一新

的视觉感受。丰田独有的Keen� Look�

锋锐前脸、Under� Priority� 梯形下格

栅、 基于空气动力学而来的动感线

条， 共同营造出前所未有的凌厉与

高级感，见者，即为之心动。

二问： 上一代车型的定价普遍反映

稍高，新车型的定价如何？

全新VIOS威驰已从10月1日起开

始接受预订， 一汽丰田官方发布的预

售价格区间为6.99万-11.29万元，相比

现款威驰最低8.95万元的指导价大幅

降低了近2万元，性价比进一步提升。

三问 ：在德系车一片 “

T

”声的压力

下， 全新

VIOS

威驰的动力系统有哪

些优势？

全新威驰搭载最新研发的采用

双VVT-i技术的NR-FE型发动机，

双VVT-i技术是丰田的专利产品，

也是一汽丰田旗下高级轿车皇冠和

中级轿车锐志必备的动力技术之

一。经过多年市场检验，双VVT-i已

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纯熟引擎技

术。另外，全新的气缸盖设计实现了

高滚流和高流动性的效果， 实现同

级别内顶级的11.5的压缩比。采用树

脂材质组件，配合活塞、链状系统等

零部件的优化设计， 令发动机整体

更为紧凑和轻量化。

四问： 作为当年第一款配备

DVD

语

音导航的国产车型， 这一次， 全新

VIOS

威驰在配置上又有什么惊喜？

新车配备了定速巡航、智能钥

匙、一键启动系统等配置，实现了

消费者对车辆品质感、科技感的更

高要求。

五问： 新车型在安全性方面有更好

的表现吗？

全新VIOS威驰采用的是丰田

独有的能够高效吸收撞击能力的

GOA车身， 并采用高强比率超过

56%的高强度钢板以增强车身刚性，

将车身刚性由0.96Kt提升至1.15Kt，

成为同级别中最高。增加了100处焊

点，有效提高车身稳定性及安全性。

六问： 日系车节油是公认的， 全新

VIOS

威驰如何进一步提升燃油经

济性？

配合“以实现中国市场最具竞

争力的燃油经济性”为目标研发的

NR-FE型发动机、F1空气动力学设

计车身、低阻力轮胎等，全新VIOS

威驰实现了同级别中顶级的燃油效

率———综合工况油耗可达每百公里

5.7L� (1.5L� AT)、5.6� (1.5L� MT、

1.3L� AT)� 、5.4(� 1.3L� MT)� 。

七问：尽管是小型车，但消费者仍然

希望有更宽敞的空间， 新车型的空

间较上一代有无变化？

全 新 VIOS 威 驰 车 身 长 达

4410mm，车宽宽达 1700mm，前后

排座椅间距增至912mm，比前款超

出 10mm； 后 排 膝 部 空 间 宽 达

663mm，比前款增加48mm。行李箱

拥有高达506L的容积量。后排地板

采用平整无起伏的设计， 加倍提升

了车内空间的宽敞度与后排乘坐者

的舒适度。

（刘爱妮）

小型车王者回归

七问全新VIOS威驰

还记得2004年

那部由吴彦祖主演、

张艺谋执导，超过5

分钟的第一代威驰

广告片吗？ 不仅如

此，伴随着威驰一起

推出的还有一首朴

树演唱的广告主题

曲，一经推出立即风

靡。从那时起，威驰

这个名字就已被众

人牢记于心。

汽车维修保养

技师水平才是王道！

本期帮主

姓名：

刘大成

职位：

东风日产三和金牛专

营店售后业务主管

简介：

拥有8年售后服务经

验，拥有东风日产MSA（认证主

管）职称和东风日产售后服务培

训讲师专业资格， 秉承诚恳、务

实、求真的工作态度，热情接待

每一位顾客。

东风日产最新服务信息

三和日产10月20日-11月20

日开展为期1个月的“秋季服务月

活动。

到店三元催化系统还原仅需

398元，赠送漆面滋润养护一次。

专营店信息

东风日产三和金牛专营店

地址：

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25号

联系电话：

028-87593366,

028-87593377

邓女士最近打算买车，由于对

汽车品牌不熟悉， 一下子无从下

手。“对我而言，售后比售前更加重

要，毕竟买车是短暂的，养车才是

件‘来日方长’的事。”因此，她致

电本报，想了解哪个品牌的售后服

务比较靠谱。

为了更好地解答邓女士的疑

惑，成都商报记者特地请来了东风

日产专营店的专业人士作为本期

帮主，为消费者答疑解惑。

帮主表示，邓女士提出的问题

非常好，也是广大车主和准车主普

遍关心的问题。中国作为世界第一

大汽车市场， 产业结构尚未成熟。

目前， 中国汽车经销商超过80%的

利润来源于新车销售， 但汽车租

赁、二手车买卖、汽车维修、汽车消

费保险等售后性消费服务的利润

占比不到20%。 而像美国这样的成

熟市场，汽车产业售后市场利润率

超过了70%。

帮主进一步分析：中国车市目

前已经进入了“微增长”时代，单

纯依靠销量抢占市场份额已经不

切实际。在汽车已经成为大部分消

费者的私人交通工具后，为车主提

供可靠的、高品质的售后维修保养

服务和其他增值服务，才是汽车行

业未来发展的突围关键。 因此，消

费者在看重产品质量的同时，对厂

家服务水平，尤其是售后维修保养

技师的要求越来越高。

在这一方面，东风日产无疑走

在众多汽车品牌的前列。东风日产

始终坚持“客户至上”理念，凭借

十年耕耘，在售后服务领域积累了

行业的认可与消费者的信赖。

帮主还透露，近期东风日产的

第八届售后服务技能大赛热战正

酣，从7月海选至今，东风日产的全

国730家专营店所有SA及快保技师

全员参与，全面提升东风日产售后

服务水平，同时向客户传递东风日

产专业、 持续提升的品牌形象。此

外， 本届大赛通过全新的赛制，让

选手和参赛店在按标准流程服务

客户的基础上，主动思考、探索具

有创新性、个性化的东风日产特色

售后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

东风日产第八届售后服务技

能大赛以“心艺同行，以诚共赢”

为主题，实行“全面练兵”的海练、

海挑、海选策略，让每一位符合条

件的SA和双人快保技师参与大赛。

大赛海选7月开始， 赛程持续2013

年下半年，并于今年12月在花都进

行总决赛， 通过创新和持续提升，

力求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可靠

的售后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