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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车

8月16日，作为江淮商用车最新一代
高端轻卡———江淮帅铃Ⅲ正式亮相青
岛。自今年4月江淮帅铃Ⅲ以9.87万元的
震撼价格全球首发以来，陆续在深圳、杭
州、上海、兰州上市，并得到了市场的初
步认可。

业内人士表示， 继2010年江淮轻卡
投资4.08亿于山东建厂之后， 此番江淮
帅铃Ⅲ青岛地区的上市将进一步提升江
淮轻卡在山东地区的品牌地位， 引发新
一轮高端轻卡的市场热潮。

领先平台，为用户带来全新价值体验

此次上市的江淮帅铃Ⅲ，是江淮汽车
整合全球资源，在全新平台上打造的一款
世界级轻卡产品。它融合当今国际领先的
设计理念和最先进的技术平台，代表着江
淮轻卡的品牌形象和品质标杆。

帅铃Ⅲ采用国际流行的造型， 进行
全新的车身设计， 同时根据我国道路状
况及具体使用情况进行了全新的底盘平
台开发， 使整车性能的各项技术指标在
国内同类车型中处于领先地位。外观上，
江淮帅铃Ⅲ由江淮意大利研发中心和日
本研发中心采用国际高端轻卡最流行理
念，融入中国传统美学元素，赋予了江淮
帅铃Ⅲ硬、动、洁的造型风格。同时在舒
适性、功能性、安全性和人性化操作等方
面全面超越了第三代轻卡。

此外， 驾驶室的结构设计也更为精
巧，双层式前围使得车辆的空调、制动、
电气线束等零部件的修理和更换更加便
利。全新的空调结构节省了驾驶室空间，
而且冷媒加注量也比同级别车型减少
35%，环保性更加突出。

发力高端，帅铃Ⅲ领衔新一代高端轻卡

据了解， 此次亮相青岛的江淮帅铃
Ⅲ搭载了最成熟的江淮4DA1发动机。该
发动机采用德国Bosch电控高压共轨、
低噪声齿轮等多项先进柴油机技术，不
仅全面满足国Ⅲ标准，而且具备低油耗，
低排放、低速高扭的特点，百公里油耗仅
8L。更重要的是，该发动机已经拥有超过
10万的用户， 无论在品质稳定性和成本
控制上都更有优势。

同时，秉承江淮汽车“品质卓越，技术
领先”核心价值诉求和自主创新的一体化
设计、匹配和质量控制体系，江淮帅铃Ⅲ
将品质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仅在江
淮汽车东京研发中心，就对帅铃Ⅲ做了大
量的全路况、 多工况的适应性匹配研发，
对产品的生产一致性进行反复验证，以
确保其达到世界一流的质量标准。

而江淮商用车轻卡营销公司总经理
顾德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也表示，
未来， 帅铃Ⅲ产品将投放到标准的S店，
江淮轻卡将对S店进行全面达标建设，达
不到标准将不投放产品。为此，江淮商用
车公司特别加强了S店的运营管理，以及
备件的保障和服务的及时性， 对接待环
节、交车环节、售后环节进行全面考核，
并作为S店达标的重要依据，让用户在售
前、售中、售后的整个过程中都能体验到
帅铃Ⅲ提供的尊贵服务。

顾德华表示，江淮帅铃Ⅲ的上市，不
仅进一步丰富江淮帅铃高端轻卡的品种
系列，全面提升江淮轻卡高端品牌形象，
引领中国轻卡的技术进步与发展方向，
使更多的用户体验到高端轻卡带来的高
效和安全， 也将以其卓越的品质和极具
亲和力的价格成为中国高端轻卡新的价
值标杆。 ■实习生 李讯琪 记者 田泽伟

8月23日，上汽通用五菱首款自主紧
凑级轿车宝骏630于星城正式上市，宝骏
630推出1.5L排量的三款车型， 分别为
1.5L�MT标准型、1.5L�MT舒适型、1.5L�
MT精英型， 售价6.28-7.38万元。 其中
1.5L�MT标准型售价6.28万元，1.5L�MT
舒适型售价6.68万元，1.5L�MT精英型售
价7.38万元。

上汽通用五菱总经理助理、 销售
公司总经理杨杰表示，宝骏630长宽高
分别为4595mm/1750mm/1435mm，轴
距为2640mm，相比三厢凯越，车宽和
车高有所增加 ， 轴距则增加了 40毫
米。上海泛亚技术中心进行重新开发
设计的外观没有太多的亮点 ，不过大
气、 现代的外型还是很有时代气息。
内饰部分， 宝骏630中控台设计非常
新颖，紧凑的布局很有活力和时尚气
息 。 顶配车型上将配备多功能方向
盘、四门电动车窗、电动天窗、大尺寸
显示屏 、倒车雷达等，配置方面向主
流紧凑型家轿看齐 。 动力方面，宝骏
630首批上市新车将搭载1 .5L �DOHC
发动机，排量为1485mL，功率可达81
千瓦 ，最大扭矩 146牛·米扭矩 ，并配
备 5速手动变速器和 6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 。 后期有可能追加推出 1 .8L车
型，使用科鲁兹1 .8L车型上的动力总
成，搭载Ecotec �DVVT的自然吸气发
动机，最大功率可达147马力，峰值扭
矩为 177N·m， 与之匹配的是 6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底盘悬挂得到通用的
技术支持 ， 调教也特别考虑到了二三
线城市的道路状况。

记者从湖南宝鸿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了解到， 宝骏630已于近日
抵达长沙，欢迎新老客户到店试驾体
验 ，8月20日该店还举办了“新车伙
伴体验之旅， 赢取万元购车基金 ”活
动。

■记者 樊超

剑指高端轻卡市场，
江淮帅铃Ⅲ青岛亮相

上汽通用五菱宝骏
630长沙上市

一汽丰田花冠———万里天风 品质随行
一辆历经了七年沧

桑、 且是目前国内已知
最早生产的老花冠，从
北京启程， 横跨十余座
城市， 行程 5000 余公
里，翻越万水千山，来到
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城
市———拉萨， 这一切只
为一件事———见证一汽
丰田旗下花冠车型坚如
磐石的品质。

8月 20日“花冠王”车队抵达拉萨（图片来自蜂鸟网）

8月 8日花冠升级上市

万里天风 花冠之行
市场同级别的车型中，恐怕无人敢有花

冠这样的自信———用 7 年前的旧车来证明
自己的实力。然而，事实证明，在强大的耐久
性和节油性能的护航下，一汽丰田的这款经

典车型———COROLLA�EX 花冠， 老骥万
里，一路高歌。

今年 4 月份启动的“寻找花冠王”系列
活动中， 泉州朴顺姬女士的花冠，凭借 7 年
之久的使用时间、 车辆完美的保养状态，在
众多候选者中拔得头筹，最终封王

在“花冠王”系列活动第三阶段“终极节
油耐力测试”中，朴女士这台荣膺“花冠王”
称号的 7 年老车自北京出发， 途经了河北、
山西、陕西、甘肃、青海、西藏七省区、10 余

城市， 行程 5000 多公里， 最终抵达拉
萨，完成了“终极节油耐力测试”，用极
限环境验证了花冠的耐久品质。 该测试
引来众多爱车人士围观，在途经城市引
起巨大反响，好评不断。 在耐力测试之
余，在海拔 3000 多米的青海湖畔，花冠
王还发起全新的冲击———环青海湖油耗
测试。 环湖一周，行驶333公里后，2010款
1.6L花冠车型油耗达到 4.5L/百公里； 而 7

年驾龄的 1.8L“花冠王” 车型油耗也仅为
5.6L/百公里，“花冠王”在海拔 3000 多米的
青海湖畔创下的新奇迹！ 现场见证了环湖
节油测试的媒体朋友们无不赞叹道:“真是
廉颇未老”。 好品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用
当地老百姓的一句方言来说就是‘攒劲受
瘾’（厉害的意思）。

花冠在路上品质在路上
关于这次活动，记者专门采访了幸运的

“花冠王” 原车主朴女士。 朴女士谈起爱车
来满怀感情，“我开花冠已经七年了，其实这
次很舍不得让出去，这 7 年，花冠与我建立
了很深厚的感情， 花冠就像是一位极为忠
诚的朋友、伙伴。 7 年间，它不仅省油，而且
从未大修过，更是省心。 最终我决定将车让
出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知
道有这么一辆高品质的好车，了解她的耐久
力和节油性、还有低故障率，这也算是我的
一个心愿吧。 我相信品质是开在路上的，好
品质永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花冠历史造就温馨与长久
花冠自 1966 年诞生以来，历经九代传

承，并于 2000 年以“最畅销汽车”称号载
入 《吉尼斯世界纪录》。 2002 年， 德国
ADAC（德国汽车协会）发表的顾客满意
度调查中， 花冠又在同级别 15 个车种里
综合评价排名第一。 2003 年，更以 2800 万
辆的成绩刷新汽车单一品牌累计销量的
世界纪录。

“适应每个时代用户的不同要求”是
COROLLA一脉传承的开发理念，花冠以超
越时间的品质树立了高品价比的价值
观——用先进技术所保障的高耐久性和低

故障率，是突破时间限制优越品质的秘诀。
而在节油性的国内继承方面，更是得到

政策肯定。2011年 2月 11日正式实施的“节
能产品惠民工程” 第五批节能汽车目录中，
一汽丰田的花冠全系车型、 威驰 1.6L 车型
光荣上榜。因而节油之外购车客户可享受每
辆 3000元的购车补贴。

花冠万里一朝更比一朝爽
花冠系列并不满足现有成绩，04 年进入

中国市场以来，分别在 07年，10年进行了商
品升级，性能及内外饰不断提升。 以 2010款
COROLLA�EX 花冠为例， 拥有特惠版、经
典版、豪华版三个级别共五款车型，在其性
能方面， 记者特意随青海环测车手测试了
2010 款性能，发现其在高原油耗测试、变速
箱油温测试、机油油温测试、发动机缸压测
试、噪音测试五个方面均表现优异。

而在 2011 年 8 月 8 日花冠系列再次
进行商品强化升级，在时尚色调和内饰方
面颇有惊喜，深得年轻用户和女性车主青
睐。

升级不加价 秒杀花冠做花魁
升级后的 COROLLA�EX 花冠的厂家

建议零售价均与旧款相同，9.28 万－11.48
万。 配合秒杀促销策略的重磅出击（即日起
至 9 月底的每周五，秒杀成功者可三万元购
车，详见一汽丰田官网），怎能让人不为之疯
狂呢？

今天，“花冠王” 的万里征程已圆满结
束，但花冠品牌却不会因此而停歇或止步。
相信在 2011 年，花冠将继续开启其在汽车
市场上的挑战之旅， 向下一个百万销量冲
刺，用品质刷新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