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10月25日
价格：13.98�万元-�18.98万元
10月25日，东风日产全新

逍客在长沙区域正式上市。
设计方面， 全新逍客源于

欧洲设计中心“都市幻影”设计
理念， 线条大胆流畅， 车身动
感。V-Motion家族前脸设计，
力量感十足，年轻炫酷；回旋镖
式前后组合灯设计，野性淋漓。

动力方面， 全新逍客配备
的2.0L��MR20�缸内直喷发动
机和1.2T��HRA2�四缸涡轮增
压发动机， 与新一代7速手自
一体 Xtronic�CVT�无级变速
器形成同级最佳动力组合，让
驾驭成为“心到、车到，人车合
一”的极致享受。

10月24日,�在APEC峰会的主会
场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宝马集
团的最新旗舰第六代BMW�7系震撼
上市， 率先推出三款BMW740Li及
BMW�750Li�xDrive共四款新车,售
价118.8万元-198.8万元。

新车的设计强调功能和美学的兼
备，比如充满质感与科技感的双肾格栅
和侧面的“鲨鱼腮”具有空气动力学功
能，而头灯中部的蓝色发光条则是激光
大灯的标志，让高科技平添浪漫气息。

据了解,�基于中国市场的需求，
新车在底盘控制系统中采用特殊调
校参数并且将这种底盘调校向全球
推广。在BMW驾驶模式设置中, 专
门增加了“增强舒适” 模式（COM-
FORT+），以提供最大程度的乘坐舒
适性。 为适应中国客户的个性化需
求， 全新BMW�7系还提供卓越风格
（Pure�Excellence）内饰套件和M运
动套装，并可通过“BMW专属定制”
为客户打造独一无二的豪华座驾。

全新BMW��7系丰富的驾驶辅
助功能让车辆高度智能， 车辆可在
0-210公里/小时范围内实现半自动
辅助驾驶，更可选装一键式自动泊车
和遥控泊车。无论“坐宝马”还是“开
宝马”，全新BMW�7系都将驾乘乐趣
提升到了全新境界。 ■记者 郭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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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0月新车入市迎来一波高潮。年底消费者购车需求将集体释放，进入新车
购置的爆发期。加上市场本身的不景气，厂家全新车型的投放，新车效应成为吸引消
费者的最佳手段。

同时，此时上市的新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提前布局下一年的市场。业内人士
表示单从时间节点来说，10月确实是比较理想的选择。10月入市的新车着实不少，据
不完全统计高达18款，其中不乏重磅车型，有的车企甚至一下子推出好几款新车。

■记者 杨刚 陈龙

多款新车抢滩，冲刺年终市场
资讯

全新BMW�7系
震撼上市

全新皇冠2.0T+凭借26.48万
元~38.98万元的价格受到消费
者的关注。 全新皇冠2.0T车型搭
载了D-4ST�2.0�T+发动机、手自
一体式8挡自动变速箱， 实现了
动力、油耗的全新进化。

在试驾过程中，无论是城市
路况还是高速路段，虽然有涡轮
的加入， 但这台2.0T发动机通过
多项技术举措，最大限度确保发
动机的平顺性。通过本次试驾全
新皇冠2.0�T给记者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不论是动力还是配
置，抑或是安全，全新皇冠2.0�T+
的每一面都拥有丰富内涵并充
满了低调的奢华。 ■记者 杨刚

新皇冠
尽显低调奢华

十佳4S店
评选活动落幕

10月23日，2015长沙首届乘
用汽车售后服务十佳4S店评选活
动正式落下帷幕。

该评选活动自7月30日启动
以来，历时3个月，经过网络投票、
微信投票、 记者调查与专家评审
的层层筛选， 最终以湖南华运通
奥迪为代表的10家企业分获“优
质售后服务4S店”、“十佳品牌”以
及“特别贡献奖”。 ■记者 杨刚

日前， 在首款JEEP国产化之
际，记者有幸参观了这个被誉为世
界级的工厂———长沙广菲克工厂。

据悉，长沙工厂被誉为“世界
级工厂”，占地面积75万平方米，拥
有30万辆整车的产能。长沙工厂冲
压、焊装、涂装和总装四大先进工
艺车间及耐久可靠性质检设备等
附属设施一应俱全。 在生产车间，
记者看到焊装核心区由18台机器
人共同完成， 可以实现4台车的混
合焊接，49秒就能完成一台车的焊
接工序。整个车间有459台机器人，
自动化率65%。 ■记者杨刚

中国首个JEEP工厂
探秘

自今年7月上市以来， 宝骏
560首月以9158辆取得开门红，9
月， 以24228辆的惊人速度跃居
SUV市场销量亚军，刷新SUV市
场单一车型增速最快的记录。

10月20日，由上汽通用五菱
宝骏品牌举办的 “宝骏560探索
中国最美公路”试驾体验活动在
素有东海渔仓的浙江舟山拉开
帷幕。本次活动通过舟山环岛深
度试驾体验， 让人切身感受到宝
骏560出色的驾控性能。 据悉，
“最美公路”活动旨在为宝骏560
广大用户打造一场集产品体验和
探索中国文化、 发现中国之美的
探寻之旅。 ■记者 陈龙

宝骏560深度试驾提及法国，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
巍峨壮丽的埃菲尔铁塔、琳琅满目的各种
奢侈品以及极具浪漫气息的法国情调，当
然这其中也包括法国汽车，尤其是开创了
诸多世界第一先河的雪铁龙汽车。 在世界
汽车史中，雪铁龙的贡献不仅仅是第一个
将汽车带到普通消费者的家中并成功推
出 2CV 这款真正意义上的法国“国民车”。
更为重要的是，雪铁龙是第一个将服务置
于产品之上的厂商。 雪铁龙品牌创始人安
德烈·雪铁龙一句经典名言至今仍觉振聋
发聩：“汽车厂商卖的不仅仅是汽车，还有
无微不至的服务”。

提及东风雪铁龙，人们公认其为进入
中国的第一个法系品牌。 延续百年传承，
东风雪铁龙为了适应与满足客户不断增
长的销售、售后维修保养、置换乃至用车
生活维度的各个需求，推出了“家一样的
关怀”服务理念，立志通过不断深化和创
新服务方式，从流程执行、商务政策、检核
机制、特定用户关怀等多方面开展精细入
微工作，最终要达到 100%客户都有“家一
样”的感觉这一苛刻目标。

尊重客户，理解客户，持续提供超越
客户期望的产品与服务，做客户们永远的
伙伴，这是东风雪铁龙始终坚持和倡导的
服务意识。 2013 年，东风雪铁龙推出品牌
中期规划“龙腾 C 计划”， 在客户承诺方
面，东风雪铁龙将持续聚焦于用户价值体
验的提升，致力于从购车、用车、养车、换
车的各个方面，为消费者提供更为舒心便

捷的服务，使消费者深刻体验到“家一样
的关怀”。

汽车服务后市场被称为汽车业的“黄
金产业”， 东风雪铁龙在此领域的深耕细
作也收获了累累硕果：成都车展上，东风
雪铁龙将西南地区唯一奖项“2015 中国车
市口碑榜最佳口碑汽车品牌” 揽入怀中；
在 2015 年 J.D.Power 售 后 服 务 满 意 度
（CSI）、售时满意度（SSI）评选中，东风雪
铁龙分别获得了主流汽车品牌第一、第二
的优异成绩，成为唯一一个连续三年售时
售后两项满意度排名均进入“前三甲”的
主流汽车品牌。

根植中国 23 年，东风雪铁龙始终遵循
“人性科技 创享生活” 品牌主张， 不断通
过新产品、新技术的密集导入展示与诠释
“时尚 舒适 科技”的品牌优势。同时，秉承
“家一样的关怀”服务理念，继续深化实施
“一对一”专享服务工程，已经赢得全国超
过 300 万用户的真心拥戴。

东风雪铁龙创新服务理念
为用户提供“家一样的关怀”

时间：10月27日
预售价格 ：9.98万元

-15.98万元
国产全新维特拉10月

27日在华中地区开始预售。
全新维特拉的长/宽/高分别
为4175/1775/1610mm，轴
距2500mm， 根据配置不同
将推出 6款车型 ， 并有
1.6L+5MT、1.4T+6MT 以
及1.4T+6AT共3种动力方
案。新车有6种颜色，更有另
外四种炫酷双色车身可选。

配置方面， 新车全系
标配发动机启停系统，并
有 ABS+EBD+HBA、TCS
牵引力控制系统、HHC斜
坡起步辅助系统、ESP车身
动态稳定系统。 另外，1.4T
手动豪华型及以上级别将
配备有LED前大灯、雨量感
应式雨刮器等配置， 顶配
车型还将配备有全时四驱
系统前排座椅加热、 倒车
影像等功能。

时间：10月26日
价格：10.59万元-14.39万元
蓝鸟前脸造型十分前卫，

不仅得益于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语言V-Motion， 其雾灯处的
菱角设计和“回力标”似的LED
日间行车灯均令人眼前一亮。
另外， 该车的隐藏式C柱设计，
还使车顶呈现出悬浮式的效
果。 蓝鸟的内饰颜色由金属红
色与亮黑色组成， 这两种颜色
的搭配营造出一种运动感。

动力方面， 蓝鸟搭载了一
台1.6升自然吸气式发动机，传
动部分则有5速手动及全新一
代智能CVT可选， 后者在节油
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时间：10月20日
价格：44.98万元-65.98万元
日前，中大型豪华SUV全

新林肯MKX正式在华发布，湖
南力天林肯中心与北京主会
场一道，同步庆祝这一重磅车
型的到来。

全新林肯MKX的每一处
细节都秉承以人为本的设计
理念，为驾乘者提供傲视同级
的空间尺寸，收放由心的舒畅
驾乘和全面卓越的性能配备。
林肯MKX拥有同级别车型中
突破性的车身尺寸和舱内空
间，以及领先的后排腿部及头
部空间。EcoBoost发动机集澎
湃动力和舒适静谧于一体，为
林肯MKX带来卓越性能。

全新维特拉

全新逍客林肯MKX
东风日产蓝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