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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10月25日，比亚迪“唐战番邦”在成都“车
阵”试车场摆擂，布下多种越野的挑战项目，
迎战各路超强四驱名车。这场充满挑衅意味
的挑战赛，很快吸引了很多车迷前来围观。

这次挑战赛，共设置了四种特殊的道路环
境：单滑轮路面、10%三滑轮坡道、驼峰路面、
20%交替滑轮坡道。这几个障碍看上去似乎都
不难，但几台大家耳熟能详的SUV车型上去一
试，竟然在第一个项目就败下阵来。只有比亚
迪唐和另一款百万级的SUV顺利通过。

比亚迪唐在三擎同时发力、双模混动模
式下时，强大的电四驱扭力瞬间将滑轮组产
生的阻力克服，很快摆脱了滑轮组的束缚，
顺利脱困。此时，电脑记录板上显示，整个脱
困时间仅用时8.3秒钟，与第一个通过这个项
目的百万级豪车少用了一半时间。

在接下来的三滑轮坡道、驼峰路面、交替
滑轮坡道的PK中，其他三台SUV无一过关。而
比亚迪唐在所有的比赛项目中一路过关斩
将，凭借惊艳的稳健表现，击败豪车及众多合

资SUV车型，轻松取胜，再一次验证了比亚迪
唐三擎动力、极速电四驱的王者表现。

比亚迪唐，这样一款超强攻击力的新能
源SUV，它同样拥有全面的防御能力。主动安
全方面，比亚迪唐搭载TPMS胎压监测系统、
360°全景影像、博世“五位一体”ESP车辆稳
态控制系统、BOS刹车优先系统、EPB电子驻
车系统等配置，给予驾乘人员更便捷、省心的
安全防护。被动安全方面，比亚迪唐配备预紧
限力安全带，前排双安全气囊、前排座椅侧安
全气囊、前后贯穿式侧安全气帘等。车身结构
上，比亚迪唐传承了比亚迪惯有的3H高强度
全方位碰撞吸能车身、整体钢板冲压侧围、高
强度前后防撞梁以及整体式溃缩吸能转向
柱，碰撞时能有效保护乘员的安全。

作为首款搭载542技术的车型，比亚迪
唐凭借卓越技术和极致安全给消费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不仅为消费者在插电式混动
车型上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比亚迪汽车
销量开辟了一个新的增长点。 （张煜）

9月22日，在地貌独特复杂的北京白河
峡谷地区，“天地撼路 福特行”福特撼路者
全国媒体试驾会拉开帷幕。在试驾会现场，
福特撼路者强悍威猛的外观、坚固的框架式
车身结构和做工精致的内饰得到了全面展
示，来自江铃和福特的中外技术专家对福特
撼路者出色的动力性能、智能的全时四轮驱
动、先进的TMS路况实时管理系统等核心技
术进行了深入介绍与讲解。全新福特撼路者
将出众的越野性能、舒适的乘车体验、灵活
的操控性能、领先的智能配置完美结合，成
为一款超越消费者预期的全路况SUV，树立
了中大型SUV市场的全新标杆。

硬朗时尚的外观风格，让福特撼路者看上
去力量感十足；时尚宽敞、灵活多变的车内空
间和精致的内饰做工，可以为全车七名乘客提
供全方位的卓越的驾乘体验；坚固的框架式车
身结构、强大的四轮驱动以及先进的TMS路况

实时管理系统，能够让驾驶者在充满挑战的复
杂路况行驶时更加自信，操控更加轻松自如；
精心调校的悬挂设置以及采用瓦特连杆的后
轴，一方面为越野道路行驶提供强有力的支
持，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车辆的稳定性，从而在
城市道路和高速公路上提供舒适的驾乘体验。

全新福特撼路者将提供两款拥有强劲动
力、燃油效率同级领先的发动机，其中包括全
新福特2.0升EcoBoost双涡流涡轮增压直喷汽
油发动机和经过全面升级的福特Duratorq
TDCi柴油发动机，同时与匹配功能强大、高
效可靠的六速手动或者六速手自一体变速
器，为全新撼路者的卓越性能提供保障。全新
福特撼路者还搭载了多项业内领先的智能科
技配置，如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福特SYNC
2车载多媒体通讯娱乐系统、盲区监测系统和
侧向来车警示系统等，使其成为同级SUV细
分市场中最智能的车型之一。 （夏厦）

10月24日，东风标致“动·感”全系车型体验
行动来到成都，凭借东风标致自身的品牌实力与
卓越的产品性能，点燃蓉城消费者的驾驭激情。

历时6个月，覆盖全国118座城市，汇集东风
标致全系7款国产车型及2款进口车型……几个
简单的数字展现的不仅是一场活动的基本信息，
更是彰显出这场试驾盛宴前所未有的规模。这场
东风标致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形式最丰富的体验
活动，将向全国各地消费者以最直观的方式，展
示东风标致完整的产品阵容及强大的技术实力。

在“动·感”活动现场，东风标致“T+STT”高
效动力大显神通，408、3008等热销车型凭借酣畅
淋漓的加速性能和经济实惠的节油技术，更进一
步赢得了广大用户的青睐。而随着原装进口标致
4008的加入，提供给消费者的选择也将更加全
面。此次活动将东风标致严谨精湛的造车工艺，
销售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逐一呈现在用户眼前。
精心设计的试驾科目、惊喜连连的奖品、极富诚
意的价格……现场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无
一不为用户带来畅快的体验。 （桑田）

东风标致
“蓝色关爱体验季”登陆成都

10月23日，东风标致“蓝色关爱体验季”成都
站在集大成4S店举行。活动中，东风标致全方位
展示了透明车间系统的服务流程。据悉，继北京
站、成都站和福州站后，“透明车间系统”的体验
还将登陆武汉、天津等城市。

东风标致的透明车间系统，从用户预约服
务、维修接待、维修过程、质量监测等到车辆交
付，一共包含八大服务模块。透明车间系统，从用
户车辆入厂开始便进行数据识别跟踪，通过电子
设备的介入使得维修信息录入更清晰。维修接待
区内，工作人员使用电子设备快速诊断和记录车
辆问题，在维修前告知客户维修内容并进行维修
估价。维修车间内，电子眼实时监控维修过程，影
像资料同步上传至客户休息区，供客户了解。维
修后还将对维修进展工作进行报告，确保无额
外、不必要的维修项目产生……

凭借“透明、专业”两大核心特点，东风标致
在汽车市场愈加激烈的服务力竞争中，逐步占据
领先位置。10月9日，“2015年汽车行业用户满意
度（CACSI）测评结果”在京发布，东风标致在中
国汽车行业合资品牌售时和售后服务满意度研
究中双双获得第一。 （桑田）

比亚迪唐 爬坡上坎一路过关斩将

福特撼路者 开启SUV驾乘新体验

东风标致
成都演绎“巴适”生活

尊选二手车满足你对BMW的一切期待
2015BMW尊选二手车鉴赏日成都站热力开启

作为BMW在中国规模最大的二手车品牌市场活动，
“BMW尊选二手车鉴赏日”继2014年成功举办10站之后，10月
23-25日，车迷期待已久的2015BMW尊选二手车鉴赏日活动
来到蓉城！近百辆BMW尊选二手车和MININEXT认证二手车
集结活动现场，为粉丝们呈上一场为期3天的超值尊选盛宴。

BMW尊选
二手车购买渠道

展厅购买， 享受与新车同
样的服务。 当地有BMW尊选二
手车中心或尊选二手车经销商
店的客户，可直接到店选购，流
程与到宝马4S店购买新车一
样。

网上购买， 一览全国优势
资源。 客户也可以通过官网上
的二手车“在线展厅”进行线上
选购 （BMW尊选二手车官网地
址为 http://bmwusedcar.
bmw.com.cn/），选好车型后
先与拥有该车的经销商联系，
对方会有专人发来车辆更详细
的信息， 客户随后需要到店确
认购买车辆， 如是外地客户购
买， 付款后经销商会协助将车
运往客户所在地。

优质回购
让你卖得放心又省心

除了出售二手车 ，BMW尊
选二手车同样肩负回购客户
BMW座驾的任务。

转让爱车时， 面对形形色
色二手车收购人员， 你是否也
曾困惑 ？BMW优质回购通过专
业检测对你的车辆进行详尽的
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优势
价格， 以高性价比回购客户的
BMW。BMW优质回购为客户车
辆提供免费检测及评估 ，由
BMW的专业技师操作， 检测标
准全国统一，安全可靠。在达成
收购意向后， 双方签订收购合
同以确保彼此权益。 在客户按
合同交付车辆后， 经销商在规
定的时间内及时支付车款，全
程可靠保证。 （刘爱妮）

2003年，宝马在全球率先推出豪华
品牌认证二手车项目———“BMW尊选
二手车”品牌；2006年，宝马将该品牌
引入中国，为中国豪华认证二手车市
场创立了全新行业标准，并进一步提
升了宝马经销商的核心竞争力；2008
年，宝马集团在中国市场启动MINI
NEXT认证二手车业务，给中国消费
者带来了更多更可靠的选择。2014年，
BMW尊选二手车更是再度将质保期
升级到12个月或3万公里，再次巩固了
其在认证二手车市场的优势地位。

2012年12月西南首家二手车中心
成都宝悦二手车中心正式开业，为蓉
城客户带来了极便捷的BMW尊选二
手车服务。目前，成都6家BMW经销
商都有开展BMW尊选二手车业务，
全国已有268家BMW授权经销商开
展BMW尊选二手车业务，并有8家二
手车中心落户全国各主要城市。
2015年上半年，BMW尊选二手车

销量达到13,260辆，同比增长高达58%。
自进入中国以来，宝马集团累计销售超
过9万辆BMW 和MINI认证二手车。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大客户
与二手车业务销售部副总裁马涵德
先生表示：“只有经过严格认证，满足
BMW全球统一标准的宝马二手车才
能被称之为尊选，我们为客户提供的
不仅仅是品质如初的产品，更为客户
提供安心无忧、方便快捷的购车体
验。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认证二
手车授权经销商网络，在服务和客户
体验方面持续投入，从而确保宝马在
豪华二手车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

让BMW尊选二手车业务脱颖而出的不仅在于
“选”，更在于“尊”。宝马（中国）汽车贸易公司总裁
许智俊曾说过：“我们要让BMW尊选二手车的顾客
享受同样卓越品质的产品，得到同样的尊贵待遇。”在
这个方向上，宝马堪称为汽车行业树立了新的典范。

12个月或3万公里尊选免费保修。自二手车销
售发票开具日期，12个月或3万公里（以先达者为

限），BMW为车辆提供覆盖全国BMW授权经销商
的免费、专业的保修服务。

12个月24小时BMW道路救援。车辆保修期间，
出现车辆保修范围内的故障，将根据维修进度，提
供同于BMW新车的道路救援服务。救援车辆及时
到位，负担您继续行程的食宿交通，提供代步车等，
减少保修故障给客户行程带来的不便。

二手车分期贷款购车。与购买新车一样，客户
可以通过分期贷款形式购买BMW尊选二手车，部
分车辆还会有利率优惠。BMW金融为消费者提供
更贴心的尊选二手车金融方案，首付50%起，12-36
个月还款期限自由选择，为消费者减轻贷款负担。
以一台售价为258,000元的BMW 320Li尊选二手车
为例，首付仅需129,000元，36个月的还款期，日供
仅需138元即可。

一站式置换服务。无论你现有座驾是何品牌，
无论你偏爱BMW哪款新车或尊选二手车，都可以
轻松享受置换服务。BMW经销商将安排精通车辆、
熟悉行情的评估师为你检测车辆、报价并协助办理
过户，价格透明，手续便捷，你再也无需担心价格蒙
骗和交易安全了。

品牌认证二手车
BMW一直很专业

二手车客户最关心的就是车辆品
质是否可靠，在这一点上，由厂家主导
的品牌二手车明显比普通的二手车商
更有优势。购买尊选二手车，极重要的
一点是车源放心。
BMW尊选二手车首先在于“选”，

要成为BMW认证的尊选二手车，必须要
经过一系列严格的筛选标准，包括：车龄
不超过5年，行驶里程不超过12万公里；
通过BMW规定的360度专业技术检测，
大到发动机，变速箱的正常运行，小到胎
纹厚度不小于4毫米，剩余保养里程大于
5000公里，刹车盘片厚度足够等等，都会
逐项检测、精心修整，在此过程中排除泡
水车、过火车和重大结构损伤变形车辆；
同时，还要求该车辆全部使用的是宝马
原厂配件维修，所有车辆的详细信息，如
车龄、行驶里程、维修等都有完整的历史
纪录，这些都是硬性的规定。

多项硬指标
选出优质可靠车源

二手车也享新车般尊贵服务

荩现场嘉宾使用专业工具检测电池工况

▲检测车漆厚度以鉴定车辆是否有过维修经历

▲测量轮胎花纹深度是否大于4毫米以确保行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