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秋日舒心活动” 是昌河铃
木历年主推的系列服务活动之
一，一直以来赢得了广大消费者
的青睐。9月15日，长沙天隆昌河
铃木4S店举办了主题为“秋日舒
心 一路关怀”的客户关怀活动。

在活动现场，客户不仅可以
享受秋季畅行车检， 还可参加
“佳节乐不停、欢乐礼上礼”的优

惠活动，购车最高可享受10000
元的现金优惠。老客户王先生告
诉记者：“我驾驶昌河铃木北斗
星已有6年多时间，行驶了9万多
公里，开着北斗星游遍了祖国的
大好山河， 最远开到了西藏。通
过自驾游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
北斗星耐用、节油、实惠的几大
特点。”

天隆昌河铃木4S店市场经
理周丽表示，“秋日舒心 一路关
怀”活动延续了昌河汽车“一路
关怀”的营销服务理念以及“昌
河汽车永远是朋友” 的品牌理
念，为的就是进一步提高用户满
意度和昌河汽车的售后服务品
牌形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龙

昌河铃木启动“秋季关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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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 一汽新奔腾B50
在北京上市。此次，新奔腾B50共
推出1.6L和1.8L两个排量6款车
型，市场指导价为9.28万-12.28
万元。通过三次跨越式升级，新奔
腾B50以全新外观、 全新内饰、新
增动力等40项全新变化充分展示
了一汽轿车在自主领域卓越的汽
车制造工艺和科技水平 。

新奔腾B50在外观和内饰上
有全新的设计。其外观造型以稳
重、流畅舒展为主，前大灯应用
了光导发光技术，流畅富于动感
的双腰线使新奔腾B50侧部形体
分割平衡、稳重，全系标配的全

新双色表面拉丝处理16寸铝合
金轮毂，也大大提升了整车的运
动感。内饰方面，三幅式运动方
向盘、层次丰富曲线舒展的“鸥
翼式”环绕仪表板以及立体式炮
筒仪表，彰显运动气息。

此次新奔腾B50上市的车型
新增了1.8L黄金排量，其配备的
1.8L�ET3系列高性能全铝合金
发动机，在达到京V排放标准的
同时，更加节省燃油，动力性能
更高。 与该发动机匹配的爱信
F21系列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结构先进紧凑， 传动效率高，重
量轻，同时具有专门调校的13种

自动模式，可满足消费者全路况
自由驰骋的驾驶需求。 新奔腾
B50�1.6L车型搭载了超越同级
车型的1.6L发动机，同时兼顾了
动力性与燃油经济性。

新奔腾B50新增弯道辅助照
明系统，该系统能够根据行驶路
况和车辆状态的变化自动控制
转角灯。此外，新增副驾驶安全
带未系提醒、座椅防鞭打、全车
隐式安全气囊、中控锁，以及大
灯水平调节等安全装备。在舒适
性方面， 新奔腾B50继续优化振
动噪声控制，还丰富了音响系统
配置。 ■彭小竹

一汽新奔腾B50上市

日前，比亚迪在深圳举行
了世界级技术解析会。 会上，
比亚迪集团总裁王传福对外
公布了比亚迪两大“驭变战
略”， 并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媒
体和经销商解析了绿混、绿
净、TID动力总成三项世界级
技术。

比亚迪两大“驭变战略”
包括“双驱战略”和“智能化战
略”。“双驱战略” 分为两个层
面：一是在传统燃油车和新能
源车两个层面都发展节能技
术， 二是在新能源车领域内，
个人市场推广双擎双模，公交
市场推广纯电动车。

据悉，“双擎双模技术”是
将发动机和电机两种力量相

结合控制的技术， 这项技术目
前已搭载在今年四季度上市的
比亚迪“秦”上。另外，计划明年
推出的SUV“唐”也将采用这
一技术。据悉，“秦”0到百公里
加速时间仅为5.9秒，未来比亚
迪新车的命名或采用中国朝
代的名称，即秦、汉、唐、宋、元、
明、清。

王传福表示， 与丰田新能
源汽车普锐斯相比，比亚迪有
一些短板， 因此我们想通过双
擎双模“抄近道”，将油耗降到
2至1L。今后，越来越多的比亚
迪车型都将搭载双擎双模技
术， 比亚迪要将该技术做强做
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刘宇慧

比亚迪进入“双擎双模”时代

9月16日， 一汽通用汽车
高端轻卡解放F330速豹在北
京上市， 这也是中国一汽与美
国通用汽车合资后推出的第一
款高端轻卡产品。

近年来， 随着我国物流业
的快速发展， 促使物流用车也
加速了升级换代。 一汽通用汽
车多年来致力于打造“精益化
高效运输平台” 的概念。 首先
在技术上，这款解放F330速豹
在发动机、变速箱、后桥、车架、
驾驶室以及整车匹配方面，均
采用行业及国际上的先进技
术。其次体现在效率上，整车在
自重、承载、风阻、车速、燃油等
方面都为客户节约了成本，为
高效率运营提供了保障。 同时
产品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也很出
色， 在制造过程中全面应用了
美国通用汽车的GMS全球制
造体系。

此外， 一汽通用对解放
F330速豹产品在销售服务保
障上采取了很多措施， 首先是
对展厅和展场进行了全面的改
造和升级，设置解放F330速豹
专属展区、专属销售顾问、专属
接待和交车流程以及专属的交
车文件；其次，在服务方面，还
设置了专属服务顾问、 专属服
务接待和交车流程、 专属服务
工位、 专属备品通道； 对解放
F330速豹维修技师进行了
100%的专业培训； 实施从发
运、 到店直至交车全过程的
PDI检查。 在此基础上， 解放
F330速豹提供行业内最具优
势的3年或20万公里整车质保
期，全面为客户搭建“高保障平
台”。

据了解，此次上市的共有6
款车型， 其售价区间为9.99万
-12.21万元。 ■彭小竹

高端轻卡解放F330速豹上市

幸福是什么？其实，幸福很
简单，幸福需要守候，需要通过
挑战去争取。

亲爱的车友们，幸福就在眼
前啦！随着充满期待的五菱宏光
S的震撼上市，为了让更多关注
五菱宏光S的车友亲身体验它
的与众不同， 由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幸
福挑战赛 我们在一起———五菱
宏光S新品上市暨全国幸福品鉴
会” 已于9月隆重拉开帷幕。目
前， 五菱宏光S挑战赛招募已经
开始，让我们在这个金色的秋天
和五菱宏光S在一起， 通过一次
小小的胜利挑战，一次充满快乐
与激情的幸福驾乘体验，收获一
段属于自己的幸福时光吧。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将
历时一个月左右，以趣味竞技和
试驾体验的形式在长沙、 哈尔
滨、郑州、武汉、青岛、西安、唐
山、南京、杭州、成都等全国多个

大中城市进行40余场激烈角逐。
活动将通过动力争霸、 七座空
间、S拼图、我为歌狂等参与性和
趣味性极强的比赛项目，在展现
参赛者高超技艺的同时，让车友
们感受到五菱宏光S的卓越性能

与出色表现。
长沙挑战赛将于9月21日开

启，你可以拨打0731-84025050
进行报名，也可以到湖南长沙中
南汽车世界物贸大道J02号，现
场报名。 ■彭小竹

燃情九月 蓄势待发
五菱宏光S“幸福挑战赛”热力招募中

8月24日到25日，长安“亲
情服务十周年”感恩回馈巡回
路演在郴州上演。

此次夏季巡回路演，主要
是为了感谢长安新、老客户对
长安商用一直以来的厚爱，在
长安亲情服务10周年来临之
际，特别在七、八月份倾情推
出暑期大型全省路演奉献给
广大新、老客户。此次活动大
致分为六个环节： 产品展示 、
表演互动、客户关怀、订车优
惠现场抽奖、 夜场露天电影、
客户联谊会。

在产品展示环节，活动现
场分为新型微车展示区和常
规微车展示区，新型微车展示
的有多能商务舱长安欧诺、
爱·改变时尚动车欧力威;常
规微车展示的有新长安之星、
金牛星、长安之星2、长安货车
等。

在表演互动环节，有火爆
的爵士舞、 魅惑的肚皮舞、时
尚动感的街舞等，节目穿插在

整体活动中，格调符合长安的
品牌个性，高雅、品味、温馨的
特点。

在客户关怀环节，现场安
排了2名专业售后维修服务工
作人员，询问老用户车辆使用
情况、提供免费检测服务以及
保养、 维修方面的咨询服务，
售后服务工作人员向新老用
户宣传“亲情服务十周年”中
客户关怀活动。

活动前一天邀请重点老
客户参加活动第一天的晚宴，
与长安商用一起度过了10周
年亲情服备感恩回馈狂欢夜。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换购尊享
优惠活动，已购车用户换购欧
诺、新星卡等指定车型，可享
2000元换购补贴。另外还有长
安用户学子入学关怀， 对于
2013年考入大学的长安用户
的子女，大学新生入学时免费
接送，对接送的大学新生赠送
长安学子入学礼包。

■杨刚

长安亲情服务10周年
感恩回馈巡回路演在郴州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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