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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代传承 演绎品质传奇

凯美瑞揽获“最低故障率”及“车主综合评价”双冠军

国内外评选 品质可靠性广受认可

据悉， 本次国家质检总局的评选筛选

了 2010 年中国市场上销量至少 4 万辆以

上的 18 款中高级轿车，根据对全国近万名

车主历经 4 个月的大规模调查， 形成了国

内迄今为止细分最为精确的《中高级轿车

可靠性调查完整报告》。

该份报告中的车型包含了市场上最为

主流的中高级轿车 ， 对百车故障 率

（PP100）、B10 寿命、 车主综合评价等指标

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凯美瑞

在低故障率中以 131 分排名第一， 车主综

合评价以 92 分排名第一，一举获得质量水

平总体评价的冠军。

而在美国市场上， 最具有汽车购买指

导价值的参考就是《消费者报告》。 在《消

费者报告》近期公布的 2010 最可靠汽车品

牌的结果中，丰田入围最可靠品牌前十位

排名，凯美瑞等丰田旗下的几个品牌也一

并入围，成为了美国 2010 最可靠汽车品牌

的最大赢家。

另外， 据美国著名品牌咨询公司

BrandZ 调研显示，2010 年凯美瑞摘下了美

国最畅销轿车桂冠，这已经是其第 12 次将

冠军收入囊中。

凯美瑞作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中高级

车， 全球销量已经突破了 1300 万辆。 自

2006年中国上市以来， 一直引领着中高级

车市的发展方向。 从全球用户对凯美瑞的

高度认可来看， 凯美瑞无与伦比的高性价

比，一直以来对品质可靠性的不懈坚持，以

及丰田有口皆碑的服务保证， 符合甚至超

越了所有用户期望的。而这些特质，就是成

就凯美瑞在国内外最严格的可靠性评比中

脱颖而出的根本。

六代传承 技术、品质不断超越

凯美瑞获得国内外的一致认可， 也是

丰田近 30年不断改善和积累的结果。作为

丰田一款全球战略车型，CAMRY 倾注了

丰田汽车最尖端的技术和最优秀的人才资

源。 六代传承，正是 CAMRY 技术和品质

不断超越的荣耀之路。

第一代 CAMRY 诞生于 1982 年，采用

了 2.0L�92 马力的 4 缸 EFI 发动机，变速箱

有 5MT和 4AT可选。 甫一面世，便以过硬

的品质和可靠的性能大获肯定。 1985 年被

美国《Consumer's�Digest》杂志评为“美国故

障率最低的轿车”。

第二代 CAMRY使用了更加现代化的

2.0L�DOHC 发动机， 在增大马力的同时，

也大大降低了噪音和振动。 1988 年，巨大

的需求量使得 CAMRY 在美国正式生产，

并获得巨大成功。

第三代 CAMRY在各种尺寸上都变得

更大，装备了更强劲的发动机。 2.2L�130马

力的四缸发动机，以及 3.0L�185 马力的 V6

发动机被装配在第三代 CAMRY 上。 同

时， 在外形设计和安全性上面也有了很大

提升，正式晋身中级车。

第四代 CAMRY 发动机更加强劲有

力，2.2L 的四缸发动机可以输出 133 马力，

V6发动机的功率更是高达 194马力。 第四

代推出于 1997 年， 也是这一年，CAMRY

首次获得美国轿车销量冠军， 并一连四年

将冠军收获囊中。

第五代CAMRY拥有更佳的空气动力学

性能，新开发的 4缸发动机运用了 TOYOTA

的 VVT-i技术，2.4L可释放 157马力。 2003

年V6发动机也运用了VVT-i技术， 功率提

高到 210马力，匹配 5AT自动变速箱。

在舒适性、安全性、操控性、高科技等

诸多方面，第六代 CAMRY 都全面超越了

上代产品， 并因此在级别上获得了又一次

提升。 第六代 CAMRY 正式导入中国国

产，并更名“凯美瑞”，开启了国内中高级车

市传奇标杆之路。

�����近日， 据国家质检总局主管的

权威刊物《中高级轿车可靠性调查

完整报告》结果显示，广汽丰田凯美

瑞获中高级轿车质量水平总体评价

第一名， 最低故障率及车主综合评

价双冠军。

无独有偶，美国《消费者报告》

近期公布的 2010 最可靠汽车品牌

的结果显示， 丰田品牌与旗下凯美

瑞等多个车型均入围前十位排名。

同时， 据美国著名品牌咨询公司

BrandZ 调研显示， 去年丰田蝉联全

球“最有价值汽车品牌”。

凯美瑞品质可靠性在国内外广受认可

��������第六代 CAMRY 在完美中升华，于

2006 年正式导入中国国产并取中文名

为“凯美瑞”

■文 / 李文托

本报7月13日讯 “我在驾校练车时，教

练骂我蠢猪、笨手笨脚，我嘀咕了几句，教练

竟然动手打人！”昨日，在长沙长大商翔驾校

学车的张先生拨打本报新闻热线称，“学车

热”和学员的忍气吞声宠坏了驾校的教练，这

回居然动起手了。

练车被骂“蠢得像猪”

2009年底，张先生花2980元在长大商翔

驾校报名学车，今年才开始练车。“教练姓何，

40来岁，7月11日是我第三次来练车，没想到

发生了冲突。”11日上午9时许，张先生与其他

4名学员同时上车， 他最先开始练习过饼。因

为紧张， 方向盘握得比较紧， 教练纠正不过

来，骂了句“蠢得像猪。”张先生没往心里去。

午休时间， 张先生一个人在练习场上找

过饼的感觉， 可下午的效果仍然不好。“何教

练又开始骂‘笨手笨脚的，谁谁谁练几下就学

会了’。” 后来一边做示范一边继续骂：“蠢得

像猪，长了一双猪手。”

嘀咕了几句招来一顿打

“我不是不听， 你一骂我反而更心急，你

也不要总是用侮辱人的话骂我吧。”张先生气

呼呼地回了一句， 没想到何教练把车一停，

“你是不是不想学？不想学就找其他的教练教

去，大不了我少赚500块钱。”

“我没吭声， 结果他还在说一些难听的

话，说我是什么东西。”张先生一听就火了，要

何教练说清楚，没想到对方冲过来就是一拳。

“我们打到一起，我个子高，他没占到便宜，结

果从车里拿了个一米多长的锤子就抡过来，

我的后背、胸口都被打中了。”

“我当时去医院检查， 觉得没什么大碍，

第二天早上起来， 感觉后脑勺和脊椎下面很

痛，可能是锤子砸伤的。”

校长：教练如有责任将做处理

“我们花钱是来学车的，教练纠正错误可

以，但不能人身攻击吧。”张先生说，一个教练

带十来个学员的情况很普遍， 稍有不如意就

骂人，“学车的人太多， 大家为了多争取时间

练车，只好忍气吞声，结果宠坏了这些教练。”

长沙多家驾校的学员也向记者反映，教

练骂学员的情况经常发生。 而且， 由于驾校

学员多，为了多练几圈，他们还得私下给教练

送烟，请教练吃饭。

长大商翔驾校黄校长表示， 经他调查，

是“学员先出手伤人，教练才出手还击”，“教

练只有在学生通过考试后才能拿到工资，压

力肯定有。教练骂人也是为了学生早点拿到

驾照，心里急了点。”黄校长表示，此事已经

报案，如果责任在教练身上，驾校会做出处

理。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倪玲 伍婷

近日， 长沙市红星建材交易中心一

通道处，一座停车棚欲拔地而起，却遭

到一致反对。

记者在现场看到，位于建材交易中

心22栋至23栋之间有块近400平方米的

空地， 后半截是已经建好的停车棚，前

半截杵着七八个铁桩和一架起重机。

“十几棵树全砍了， 太可惜了！”业

主陈女士指着空地前半截说，2002年刚

入住的时候， 空地上就有一个停车棚，

前半截则是绿化带。“2009年， 树全部

被挖了。如果是为了停车，可以做个露

天的，为什么要搭棚子？我们担心这个

停车棚会变成门面出租。”

业主委员会成员邹女士表示，2011

年3月，他们曾召开业主大会，三分之二

的业主都反对搭建停车场大棚。“城管

部门4月份还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想不

到又开始动工了。”

红星建材交易中心市场管理处的

工作人员拿出一张图纸称，这是市场的

原始规划图， 空地原规划就是停车场，

并不是绿化带。“之前这儿有个煤气房，

现在煤气管道移走了，为了方便业主停

车，所以我们决定按规划建设。”

中午时分，雨花区城管执法大队雨

花亭中队执法队员赶到了现场。“该停

车棚没有办手续，所以今天再次下发整

改通知书，责令他们自行拆除。”中队负

责人表示，在手续未完善之前，将依法

阻止停车棚施工。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邓红丽 罗佳

本报7月13日讯 今日上午，长沙市第三

届漂流节开幕式在浏阳古港镇皇龙峡景区隆

重举行，活动将持续到8月31日。

开幕式后，在皇龙峡景区举行的长沙市

首届“中国漂流速度之王”挑战赛，拉开了漂

流竞技赛的序幕。漂流节期间，浏阳市的浏

河源、榴花洞、皇龙峡、周洛、花门河、六叠

泉、凤凰峡、金水河等8大风采各异的漂流景

点分别将举行特色活动。长沙市副市长陈献

春出席开幕式并宣布长沙市第三届漂流节

开幕。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倪玲 伍婷

“教练总是骂我蠢猪，还动手打人”

长大商翔驾校发生一起学员和教练冲突事件 许多学员反映教练常搞“人身攻击”

绿化带变停车棚？城管现场责令整改

长沙市第三届漂流节浏阳开漂

7月12日，长沙市红星建材交易中心22栋和23栋之间的空坪，市场管理处准备

在此建设停车棚。 记者 龚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