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左）向第60万位哈弗SUV车主交钥匙。

日前，吉利全球鹰GC7在长沙举行首
发仪式。 这是A级车市首款搭载6速手自
一体变速器的全新家轿，此次上市的车型
共6款，售价6.69万元至8.99万元。可供选
择的车身颜色包括风尚白、摩卡棕、极光
蓝、炫彩红、新月银。

吉利控股集团副总裁、 销售公司总经
理刘金良表示，GC7是吉利在技术与研发
能力不断提升的基础上打造的一款全新车
型，是吉利汽车消化、吸收世界先将技术的
成功实践， 它将成为中国本土企业打造品
牌里程碑式的产品， 为增速放缓的车市注
入新鲜血液。

全球鹰GC7最大亮点在于动力和传
动系统上首次使用了澳大利亚DSI�6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DVVT的黄金组合。 这也
是吉利自2009年收购世界第二大自动变
速器公司———澳大利亚DSI后，首次将6速
自动变速器技术用于旗下车型。

DSI�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换挡响应
仅为0.3秒，具有细腻传动、平顺性好的使
用特征，并为GC7的动力性能带来10%的
提升。 同时， 其市郊工况油耗测试仅为
6.7L/百公里，以低油耗代价收获了超值的
动力输出和更加平顺的驾驶体验，重新定
义了A级家轿动力组合新标准。 加上吉利
成熟的悬挂系统，GC7在驾控性能上更加
从容自如。

在国内A级车市场， 自动挡车型的主
流配备是4速变速箱，6速产品此前仅出现
在部分合资车型中。 全球鹰GC7采用的6
速变速箱开创了国内同级车全新的技术
标准，将为用户提供全新的驾乘体验和感
受。

■本报记者

记者从北京现代湖南瑞特4S店了解
到， 作为2011年B级车市场的最大亮点
之一，第八代索纳塔已经创下了从9月起
连续三个月销量过万的成绩。

第八代索纳塔缘何能够成为B级车
市场的宠儿？ 业内人士认为，“内外兼
具”、综合实力强大是成功的关键。外观
上，第八代索纳塔堪称“流体雕塑”设计
风格的登峰造极之作， 整车看上去流畅
与动感、时尚与品位兼备，是一款“回头
率”相当高的车型。内在品质方面，第八

代索纳塔更是卓而不群， 动力强劲燃油
经济，科技配置丰富齐全。动力方面，它
搭载第二代θ发动机， 纯铝合金缸体和
双CVVT技术有助于车辆更好的节油表
现。2.0L发动机最大功率121Kw，最大扭
矩198Nm，带动近1吨半的车身丝毫不感
觉费力，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加速平稳、
柔和。

作为一款主打“智能科技”的车型，第
八代索纳塔的配置也堪称豪华：TPMS胎
压监测、VSM车辆稳定控制系统、 全景

天窗、智能迎宾灯光系统、前风挡自动除
雾、ESS紧急刹车提醒、 双预紧安全带、
18寸铝合金轮毂、 定速巡航等……全面
刷新当前市面上B级车的配置标准。

另据湖南瑞特4S店介绍， 该店特
别推出了庆双节活动， 北京现代携全
系车型年终钜献，最高综合优惠达4万
元， 可享全湖南省最优价， 最低首付
2.58万元起， 贷款购车两年期0利率0
手续费。

■记者 马艺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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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业界

火爆的SUV市场催人奋进。50万辆
的声音犹在耳畔，60万辆已经来了。12月
20日， 哈弗SUV第60万辆交车仪式在长
城汽车保定总部举行， 哈弗也因此成为
中国第一个销量突破60万的SUV品牌，
再现王者风范。

在2012年即将到来之际， 哈弗在
全球的销量已超过60万辆。 这是中国自
主品牌的荣耀。至此，哈弗SUV已连续9
年保持了中国SUV销量第一， 并成为自
主品牌10万元以上销量最大的车型，同
时也是中国自主品牌在海外累计销量最
多的品牌。

出席仪式的全国乘用车联席会秘
书长饶达表示：“当前 SUV市场正在迎来
自身发展的黄金时代，有望成为中国汽车
第二大细分市场。与此同时，国内SUV市
场已从单纯价格层面的竞争，变为着眼于
顾客价值的全面提升，哈弗SUV在产品品
质和服务等各方面，满足了消费者更多的
需求， 从而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SUV
市场的火爆增长，将为哈弗SUV带来难得
的品牌发展机遇。”

事实上， 不知不觉中哈弗SUV已经
稳稳地雄踞在中国SUV领导者品牌的宝
座上。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表示：“从

今年3月的50万辆到这次60万辆，哈弗都
是率先突破， 我们感受到的首先是消费
者的信任和支持， 而为消费者创造更好
的产品价值和使用体验是我们的责任。”
交车仪式上， 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将
第60万辆哈弗SUV———一辆哈弗H6的
钥匙交给了车主高先生， 作为第60万辆
哈弗SUV的车主，身为北京一家上市公司
高管的高先生激动地说，“真没想到能成
为哈弗SUV的第60万位车主！很高兴加入

哈弗大家庭， 我们全家都喜欢这个品牌。
我原来开的是一辆合资品牌的轿车，因为
工作原因一直想换一辆SUV，我买车很看
重车的性价比， 身边的朋友都推荐哈弗。
今年以来对比了多个SUV新产品，我和家
人最终一致选择了哈弗H6， 总体最看重
的一是哈弗的品质口碑， 二是H6这款车
丰富的智能装备；家里人最喜欢的是它的
外观，看上去感觉很时尚，也很有品位。”

■记者 樊超

长城第60万辆哈弗SUV正式交车
搭载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全球鹰GC7长沙首发

第八代索纳塔四季度销量过万

��������12 月 5 号， 全国近 7 个城市的 REIZ
锐志车友，在北京、深圳等地的 REIZ 锐志
车友会成员网贴召集下，纷纷响应“文明驾
驶”的号召，通过 5000 多公里的累计巡游
里程，齐聚宁波。为此一汽丰田举办了一场
热闹纷繁的集结晚会， 迎接这 200 多名车
主和 1000多个“文明驾驶”的签名承诺。

用锐志情怀锐行天下
此次活动是由深圳、 北京等地的REIZ

锐志车友率先在知名汽车论坛发起。 作为
REIZ 锐志车友会的中坚力量之一， 深圳
REIZ锐志车友会（又名深锐会）成立于 2008
年 3月，现拥有“惠州锐志车友会”与“福州锐
志车友会”两个分会，发展至今已拥有 1000
多名正式会员。 其中改装车主占近 400名。

活动现场， 因锐志而聚集到一起的人
们分享了锐志的故事。深锐车友分享到，外
观路线， 最具代表的就是深锐会 725 车主
阿军，他的车外观炫酷，视觉夸张到让你情
不自禁的惊叹，离谱的外八字轮廓，动听的
音响，特别的颜色搭配，看上去完全不像是
一台汽车， 就像一台外星球来的怪物！ 而
Romeo 就喜欢锐志驰骋在赛道里的感觉，
“开启运动模式时，锐志马上变成一台强悍

的野兽。推背感犹如坐飞机，瞬间猛烈的推
背，让脑袋猛然一击，差点没有昏过去。 ”

此外， 笔者还就几个城市的车友对锐
志的评价做了几点总结：

1、外观。
来自宁波车友会（又称甬锐会）的成员

们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高级白领或私营业
主， 年龄和职业决定了他们在选车时对外
观和舒适性都有比较高的要求。“锐志这车
给人最大的感受是时尚动感， 非常符合我
们这个年龄层次的特点。像流线型的车身、
X型前脸、倒梯形格栅，都给人强烈的视觉
冲击感。 ” 一位甬锐会车友站在自己爱车
前赞不绝口。说完前脸，他又溜达到车尾介
绍起来：“你看这尾灯沿着行李箱向两侧伸
展，就像健美肌肉，阳刚味儿十足，又带着
点儿柔韧感，刚柔并济，非常协调。另外，运
动版包围、漂亮的轮毂、高高的腰线，让人
联想到活力四射的姑娘， 动感就是这么在
细节中体现出来的。 ”

2、超激情的 FR
��������来自北京车友会车主们自诩为“FR后
驱控”!对于这个响亮又拉风的名号，他们进
一步解释到：“FR前置后驱是众多中高级、
豪华跑车都采用的驱动形式，如宝马、法拉
利、玛莎拉蒂等等。 它提供了强有力的加速
和流畅的行驶性，而锐志是中级车中唯一配
备前置发动机后轮驱动的车型。锐志的后驱
具备其它驱动方式车型无法比拟的驾驶操
控乐趣。 后驱是漂移的必备前提，开上它你
就仿佛 F1赛车手附体！ ”

3、性价比

长沙锐志车友会的成立起因有些特
别， 最早为了争取车价优惠，18 个钟情锐
志的人组织了团购， 如今长沙车友会已由
18人发展成 700多成员的超级车友群。 通
过车友会平台大家相互学习交流， 在改装
发面更发挥团体优势，将“省钱”进行到底。
“我们既可以 50 周年包围，换锻造轮毂，用
TOM,S 避震， 换前 6 后 4 的 20 活塞鲍鱼
刹车走暴走的街跑路线；还可以扩沙板，换
AIR气动避震， 换超大超夸张的抛边电镀
轮毂， 换上 FGK 内回压的排气管来走
Hellaflush风格。 ”

锐志情怀，倡导社会公益
此次活动之所以这么成功，还因为活动主

题是宣传“文明驾驶”。 有着锐志情怀的车友们

在社会公益方面从来不缺少热情。 此次活动，
车友们用累计行程 5000多公里和 1000多个
“文明驾驶”的签名承诺传递了的心意。

集结晚会主办方一汽丰田公关总监马
春平表示， 近年来社会上频现飙车酒驾等
负面现象，REIZ锐志车主在这个时机展开
文明驾驶倡导活动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一
汽丰田为拥有这样一群懂车懂生活、 且具
备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车主们感到骄傲。 对
于车主们发起的这样一个活动， 一汽丰田
必然会积极响应并大力支持。 同时她还表
示，一汽丰田期待与 30 多万名 REIZ 锐志
车主共创 REIZ 锐志品牌价值： 即汽车不
仅是工具，更是一种联系，一股力量，将这
种力量汇聚为责任感和行动力， 用激情和
热忱共同描绘喜悦汽车生活！ ■马艺芳

“锐行天下”———锐志情怀下的文明传递

REIZ锐志文明驾驶传递之旅宁波完美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