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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摆脱不利影响

时隔两年重回宝座

事实上，自2003年丰田的全球汽

车销量超过福特后，全球销量冠军的

争夺在一段时间里就成了丰田和通

用之间的“战争”。这一战打了五年

才初见成效———2008年，丰田的全球

销量首次超过通用， 以897万辆的销

量成为全球销量冠军，并一直保持到

2010年。然而，丰田2010年后的日子

过得并不太平。先是陷入“召回门”

事件，后受日本地震的影响，全球的

销量数字也一举被通用和大众反超。

进入2012年，丰田汽车无论是生

产量和销售量都出现了回升，重新在

中国和东南亚等新兴市场获得高增

长，并且在美国市场迅速收复丢失的

市场份额，时隔两年，夺回了“世界

第一”的宝座。销量的增长也带来了

丰田盈利的提升。 今年第一财季

（2012年4月1日至6月30日），丰田汽

车营业利润达到了3531亿日元，远高

于外界预期，同比劲增60% 。

中国市场表现优异

半年销量增长38%

����进入2012年，尽管中国车市增速

显著放缓，但有备而来的一汽丰田上

半年销售业绩却颇为抢眼，成为少数

已经完成上半年销量目标的整车企

业。乘联会数据显示，2012年1到6月，

一汽丰田累计销售汽车28.8万辆，同

比增长高达38% ，远超全行业2.93%的

增长率。与此同时，一汽丰田实现累

计销量300万辆。

一汽丰田多款车型销量增长迅

猛。 在SU V市场上，R A V 4作为城市

SU V的领先者，上半年销售6万余辆，

同比增长52% ；在中高级市场上，“锐

志”上半年累计销售3.5万辆，同比增

长43% 。此外，由“卡罗拉”与“花

冠” 共同组成的系列在占据全球单

一汽车品牌总销量之冠的同时，亦实

现了在中国上半年累计销售15.6万

辆的业绩，同比增长38% ，成为一汽

丰田绝对主力车型。

成都商报记者 张逸抒

8月15日，BIP别克·智能驾乘

体系体验营在大连举行， 别克品

牌为此带来了旗下最为先进的体

系能力， 即BIP别克·智能驾乘体

系：高效的动力总成、灵敏的底盘

操控和智能的交互科技。

事实上， 自2008年昂科雷上

市之后，别克品牌就进入了“全球

科技，全新别克”的新时代。这四

年里，别克品牌基于全球平台、欧

美技术， 推出了一系列整合全球

平台优势、洞察中国市场需求，又

彰显别克精髓的全新产品， 产品

谱系业已完整。2012年，是别克品

牌承上启下的一年。 别克品牌不

仅完成了“越级”的品牌定位，也

将于今年10月， 上市紧凑型SU V �

Enc·re。 此次推出配合产品力全

方位提升的技术核心BIP别克·智

能驾乘体系， 也让别克在一直推

崇的科技实力上实现质的飞跃。

上海通用汽车别克品牌总监

刘奇表示， 这都将为2015年别克

销量目标达到100万台打下最为

坚实的基础。

何为BIP？

BIP， 即 Buick� Intelligent�

Perf·rm ance�system 的缩写， 它代

表着别克·智能驾乘体系，是别克

品牌集成欧洲动力悬挂系统和美

国信息处理技术的优势， 结合各

地路况和气候条件为消费者呈现

的全方位汽车完美驾乘解决方

案。

BIP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搭载在昂科雷、G L8豪华商

务车、林荫大道、君越、君威身

上的 SID I智能直喷发动机 ，以

及搭载在君威、 君越身上的

T urb· SID I智能直喷涡轮增压

发动机， 都大幅度提升传统内

燃机动力效能；搭载eA ssist智能

混合动力的君越 eA ssist也让别

克成为了率先在中高级市场推

出混合动力车型的汽车品牌。

相比同排量普通发动机的车

型，君越eA ssist车型将燃油经济

性提高了20% ， 更可享受起步

迅猛、 加速强劲的优异驾驶体

验。

同时， 启用了C D C全时主动

式稳定系统和FlexR ide自适应驾

驶系统这两种底盘系统后， 可以

在以舒适性为导向的商务轿车及

以操控性为导向的运动轿车上，

满足了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目前，在昂科雷、G L8豪华商

务车、君越、君威、英朗G T 、英朗

X T上都搭载有 ·nStar安吉星全

时在线助理。 车主通过一键式沟

通界面， 迅速连接专业的安吉星

客户服务顾问， 享受全天候安全

保障、通讯导航和安心便利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刘丽娜

近日， 美国炙手可热的篮球明星、被

称为“林旋风”的哈佛小子林书豪与领跑

国内豪华运动型多功能车市场的沃尔沃

V 60�T 5一同驾临广州，演绎了“驱动你的

动感天性———沃尔沃V 60�T 5全国动感巡

演”首秀。作为“林书豪沃尔沃汽车中国

行”的压轴大戏，此次活动吸引了众多林

书豪拥趸与爱车人士的到场，人气爆棚。

现年23岁的林书豪是美国职业篮球

联赛中近五十年来首位拥有哈佛大学经

济学专业背景的睿智精英，身为控球后卫

的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带领球队取

得7连胜， 一跃成为全球范围内炙手可热

的明星。而林书豪成为沃尔沃汽车全球品

牌形象大使后代言的首款产品沃尔沃V 60�

T 5，同样闪耀着动感的天性。

沃尔沃V 60�T 5是60系产品中的最新

成员， 定位于豪华运动型多功能车市场，

其外观承袭了北欧设计精髓， 以简洁、优

雅的笔触， 勾勒出动感与时尚的线条，令

人过目不忘。动力方面，V 60�T 5配备全新

研发的T 5发动机, �最高输出功率为

157K W /6000rpm ，最大输出扭矩更是高达

300N om /2700- 5000rpm ， 领先同排量车

型，其百公里加速仅为7.9秒，为驾驶者带

来了无限的驾乘乐趣。

赛场上的林书豪始终精力充沛，活力

四射 ， 完美呈现出运动型多功能车

（SA V）沃尔沃V 60�T 5的动感天性；而林

书豪平时还酷爱音乐， 会演奏小提琴，还

曾经制作出颇具创意的视频短片，生活多

彩的他， 与沃尔沃V 60�T 5所具备的多功

能性相得益彰。

沃尔沃V 60�T 5采用40/20/40分离式坐

椅设计， 可以呈现出24种随需应变空间模

式， 最大可以形成1241升平整的行李箱空

间，轻松放入各种装备。这样灵便而宽大的

空间设计，极为符合豪华车消费者热爱运动

且渴望多姿多彩生活体验的诉求。

（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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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看台

今年1-6月销售497万辆

丰田重当全球老大

日前， 丰田汽

车发布公告称，今年

上半年，丰田以497

万辆的销售业绩超

过通用与大众，夺得

全球上半年销量冠

军， 时隔2年重返世

界冠军宝座。

同时，丰田宣布

2012年全球销量目

标上调至976万辆，

同比增长23%。

别克推出BIP·智能驾乘体系

欧洲动力悬挂系统+美国信息处理技术

活动播报

沃尔沃V60� T5牵手林书豪

阳光、蓝天，碧绿的草地、自由的心，

还有百辆路虎车队……近日，由四川惠通

陆华、重庆惠通陆华、陕西惠通陆华共同

举办的2012届惠通陆华路虎大会，在遍地

鲜花的若尔盖大草原隆重举行， 来自重

庆、四川、陕西等地的百余辆路虎全系车

型同时汇聚到川北若尔盖，共同享受了一

次高原上的狂欢。

今年的路虎大会是第四届路虎大会，

为广大路虎车主提供了感受路虎文化、分

享大自然美景和自驾乐趣、结交新朋友的

平台。所有参与车主不仅真正贴近自然观

赏美景，充分进行多种路况的越野驾驶体

验， 还参加了主题之夜活动， 乐享车主

party。惠通陆华在不断提升售前售后服务

标准的同时，还为各位车主搭建路虎生活

方式的交流平台。

当近百辆路虎车队准备向若尔盖花湖

景区出发前，捷豹路虎中国区域市场经理殷

婕女士，惠通陆华集团市场部经理师曼君女

士、四川惠通陆华总经理邱磊先生，重庆惠

通陆华总经理蔡旭宇先生共同启动了发车

仪式。探索自然，超越自我，一直以来都是路

虎想要传达的精神，本次路虎大会更是在最

原生态的环境与民族风情中，发掘每个人内

心深处对自由的感召。

（刘爱妮）

百辆路虎集结高原撒野

2012惠通陆华路虎大会完美落幕

丰田今年初在华启动云动计划

8月15日，在“尊荣体验 宅捷修”服

务产品发布一周年之际，上汽集团宣布这

种“上门服务”再度升级，不仅将服务内

容从原来的50项扩增至80项，还将着力打

造“网点到家”服务平台，此举将使更多

荣威和M G的车主， 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

到上汽的售后服务。

一年前，上汽集团推出了 “尊荣体

验 宅捷修”的创新售后服务产品，以“到

家式”的服务方式为特色，开创了国内汽

车售后服务行业的全新方式。 据厂方统

计，在推出的一年间中，“上门服务”已累

计达到近3000次，满意率达到100% ，其细

致周到的服务品质得到车主认可。

现在，上汽对“宅捷修”进行优化和

升级，从一年前的50项养修服务项目扩展

至目前的80项，并有完善和严格的相关服

务细节标准，为此上汽集团还提炼出八个

服务标准和八个礼仪标准，进一步规范了

经销商的服务执行标准。

在“尊荣体验 宅捷修”迈入第二年

之际，上汽将重点放在着力打造“网点到

家”服务平台。此次，上汽将“跨领域专业

SU V”荣威W 5作为经销商的售后服务用

车，“宅捷修”服务产品因为荣威W 5“丈

量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的出色越野实

力， 把售后服务重点扩展到三四线城市，

为那些苦于4S店距离太远无法定期养护

的车主们带去贴心服务。

上汽集团倡导 “以养代修”的行业

服务新理念，即通过定期的保养来降低车

辆的维修次数和维修费用，从而延长车辆

使用寿命， 保持车辆实时的良好车况，这

一理念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2012年上半年，在自主品牌汽车普遍

低靡的大背景下， 上汽取得了12.3%的销

售增长，不仅跑赢了行业平均数，也超越

众多主流合资车企。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网点到家 上汽“宅捷修”再升级

免费看车展，享受最低价，现场签单即返现金
长安马自达全系大促大奖送不停

2012 年 8 月 31 日—9 月 7 日， 第十

五届成都国际车展即将在成都新会展中

心举行， 长安马自达汽车届时将携旗下

mazda3 星骋、 mazda3 星骋两厢、 mazda3

经典款、 mazda2， CX-5 亮相 3 号馆，

成都 4家经销商东成安邦、 明友新维利、

通安、 港宏也将联袂参展。 本次车展得

到了长安马自达厂家的大力支持， 不仅

是在车价上有大幅的优惠， 而且现场还

有很多额外的惊喜大礼送出， 其中包含

有万元的旅游基金、 iPad 以及林忆莲的

演唱会门票。

自上市以来倍受关注的马自达 3 星

骋， 在车展上将进行空前让利大促销，

且 1.6 手动星骋享受 3000 元节能补贴。

这也是马自达 3 星骋上市以来最给力的

优惠幅度。

作为长安马自达旗下的当家车型，

星骋在设计、 做工、 及动态驾驶方面秉

承了马自达优秀的设计理念。 在车身设

计上采用了全新的“光影雕刻主义” 的

理念， 尺寸上也很好的满足了国人的审

美需求， 整体上刚柔并济的风格显露无

疑。

“驾驶乐趣绝对不是简单的动力参

数 PK， 而是基于整体驾驭性能的体验，

是一种覆盖传动、 底盘、 悬架等多个系

统整合应用的能力。” Mazda3 星骋保留

了马自达最纯粹的运动精神， 更加扎实

的底盘和优化的悬挂调校， 使其运动天

性更加突出。 被誉为“弯道舞者” 的星

骋有着非常不错的动力性，

分别配备了 1.6L 和 2.0L 两

款发动机， 其中 1.6L 发动机

的最大功率为 107hp， 最大

扭矩 145N·m； 而 2.0L 发动

机的最大功率为 150hp， 最

大扭矩为 182N·m。

在最新一期 C-NCAP （中国新车碰

撞安全评价） 公告中， Mazda3 星骋力

压群雄， 以 50.2 分的五星 + 评级成为

C-NCAP历史上首款获最高碰撞安全星

级的 A 级车。 作为国内唯一官方认证的

碰撞测试机构， C-NCAP 通过对车型进

行碰撞试验确定星级 （五星 + 级是其最

高等级）， 其结果是消费者评判车辆安全

性系统且客观的重要参考标准。

报名看车团更享多重专享礼遇

车展即将拉开序幕，这也是成都每年

规模最大的汽车盛宴，各大汽车品牌商都

会抓住这一时机加大促销幅度。打算这段

时间购买长安马自达车型的客户，千万不

要错过这次机会!现在就报名参加长安马

自达 9月 1日和 9 月 2 日的看车团，除了

免费获赠车展门票一张，活动当天还将有

免费大巴送至车展现场，并由专人带至长

安马自达展台签到领取价值百元的礼物。

如果看车团团友现场签单，追加赠送

1000 元的维修代金券， 且属于当天签单

的前 10名客户之中， 除了享受长安马自

达品牌给出的车展特惠价，还能额外获得

500 元现金奖励， 限前 100 位报名者，先

报名者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登陆网站报

名参加吧！

（刘爱妮）

“马”上集结 畅跑成都国际车展

长安马自达车展看车团招募开始了！

想买长安马自达旗下车型？ 现在

拨打电话：028-86007329， 或登陆

car.chengdu.cn 成都全搜索·评车网

找到长安马自达团购活动专区（章鱼

团网友可以直接登录成都全搜索·章

鱼团长马团购页面快速报名）进行在

线留言报名，即可参加成都全搜索看

车团，下周末就能到成都车展上抢相

因了！ 成都车展期间，参加看车团的

团友订车在车展优惠政策的基础上，

追加 1000 元的维修代金券， 还能获

赠门票和百元的展台签到礼，9 月 1、

2 日两天中，每天现场签单的前 10 名

客户还能额外再获得由看车团提供

的 500 元现金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