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据一汽马自达透露，2 月下旬 “马 6 导航
限量版”将全面上市，近期现车将陆续到店。
店头将同时配合“0 利息 0 手续费”的贷款购
车政策，进一步拓展马 6 在“A+B-”市场的领
袖空间。 此次， 马 6 在维持原有价格的基础
上，全系增配原厂专属智能多媒体导航系统，
为用户提供 8 大智能科技享受。 相关负责人
称， 马 6 此举只为进一步强化其 “A 级车价
格、B 级车档次、C 级车服务、D 级车品质”的
综合价值。

马 6 导航限量版集合了多项智能应用科
技，尤以 GPS 导航、8 通道蓝牙、高清 DVD 播
放、 数字电视、 倒车影像等 8 大科技功能为
先，所有功能均由 7 寸高清数字屏显示，通过
触屏操作实现。 GPS 导航使用最新的 “道道
通”地图，涵盖 31 个省份，337 个地级市，2862
个县级行政区，1300 万个信息点，提供多种智
能检索方式、路径规划方式，尽享直观精准的
智能导航。 其蓝牙功能最多可支持 8 部手机
之间自由切换， 并可通过方向盘按钮实现一
键拨出、挂断。 此外，本次升级采用美国 SRS
实验室的最新音响科技 WOW HD 技术，在
音乐、视频和 CMMB 数字电视节目播放时能
调整立体声像的空间结构， 扩展狭窄的最佳

听音区，营造身临其境的三维音频效果。
马 6 是马自达所有车型中收获世界级荣

誉最多的主力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马 6 一直
是最畅销的 2.0L 车型之一， 更以全面的价值
优势建立起“A 级车价格、B 级车档次、C 级车
服务、D 级车品质”的超强口碑，被誉为“15 万
元最佳之选”。马 6 的价格与 A 级车市场的高
端车型———速腾、思域、科鲁兹等不相上下，
但车型本身确是一款不折不扣的 B 级车，素
有“弯道之王”的美誉。 在服务方面，一汽马自
达的“全心管家式服务”品牌以诚信、贴心而
著称，加上“3 年 10 万公里”的保修承诺，车主
评价其服务品质堪比 C 级车。 产品品质更是
马 6 的加分项，2011 年马 6 蝉联 J.D.Power 高
端高档中型车新车质量满意度冠军， 品质实
力有口皆碑。

马 6 导航限量版上市，不仅增配不增价，
更推出“0 利息 0 手续费”的购买激励计划，车
型竞争力得到再次提升。 龙年伊始，马 6 开始
以更加强悍的性价比优势， 向空间巨大的 A
级车市场全面冲击。 A 级车市会否因为马 6
这款“以大欺小”车型的再次打压，掀起“鲶鱼
效应”，形成争相竞逐之势，我们拭目以待。

（谭遇祥）

� � � � 2 月 8 日， 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公布
了 2011 年全年及第四季度业绩报告 :2011
年菲亚特-克莱斯勒集团达成了所有年度
目标，部分超额完成。

尽管 2011 年市场状况不均衡，尤其下半
年欧洲市场非常低迷， 但菲亚特克莱斯勒集
团的收入与营业利润均显著超过目标， 分别

达到 596 亿欧元和 24 亿欧元。 集团的营业利
润率达到 4.0%，净利润为 17 亿欧元（除去非
经常性收入后为 7 亿欧元）。 集团旗下所有公
司全年汽车发运量总计 400 万辆。 净负债降
至 55 亿欧元，与年度目标相符，营运资本管理
规范得以持续。 可支配流动资金高达 207 亿
欧元，大大超过预期目标。

董事会建议派发 4000 万欧元的股息分
配给优先股和储蓄股。由于近期欧元区经济
活动的不确定性较大， 集团预计 2012 年目
标如下 ：收入大于 770 亿欧元 ，营业利润在
38 至 45 亿欧元之间，净利润在 12 至 15 亿
欧元之间，净负债在 55 至 60 亿欧元之间。

（徐 萌）

马 6导航限量版即将开售

菲亚特 -克莱斯勒集团 2011年完美收官

� � � � “创驰元年”迎来开门红，长安马自达 2012 年 1 月市场销量创下了
历年同期新高：销售统计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 1 月份长安马自达市场
销量同比增长 15%，达 7,683 辆，全新上市的 Mazda3 星骋两厢和三厢车
型一齐发力，为长安马自达的龙年新局开下一个好头。

随着 Mazda3 星骋三厢、两厢车型的接连上市，2012 年长安马自达
的产品线全面升级至五款国产车型，尤其在市场份额最大、增速最快
的 A 级车市场，形成了 Mazda3 星骋三厢、两厢和 Mazda3 经典款“三
驾马车” 重磅出击的有利形势： 定位于 “新运动美学领军座驾”的
Mazda3 星骋系列，拥有兼具三厢两厢车型、2.0L 及 1.6L 排量的 9 款车
型，面向的是对“设计、操控、安全及品质 ”有更高要求的消费群体 ；
“经典的高性价比运动家轿”Mazda3 经典款 2012 年型则主攻 1.6L“黄
金排量”家轿市场，面向更为广泛的地区和满足更多类型消费者的实
际需求。

此外，诞生于马自达新一代“创驰蓝天”技术和“魂动”设计主题的
全新 SUV 车型“Mazda CX-5”，不仅为长安马自达提供了进军 SUV
市场的契机，更具划时代的意义：去年广州车展马自达中国已宣布计
划从 CX-5 开始将投放到中国的新车型上均使用“创驰蓝天”技术，产
品线升级和技术革新 “双擎驱动” 下，2012 年对于长安马自达可谓是
“创驰元年”。

长安马自达总经理柳川昌巳表示， 尽管 2012 年的市场销售环境
依然严峻， 但在产品线全面升级、Mazda3 星骋市场销售稳步增长、新
一代“创驰蓝天”技术及产品强势导入、销售网络不断扩展等有利形势
推动下，长安马自达将努力在“创驰元年”实现销售业绩、SSI（经销商
销售服务满意度）、CSI（用户服务满意度）等各项指标的进一步提升。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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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 2012 年的浪漫情人节里，如何为恋人制造一
份超大的意外惊喜？送上一盒巧克力或是一枚戒指？
还是一场长达“1 个月的自驾之旅”？ 或者干脆为心
爱的 TA“趁机购置一辆新车”？

近日，本刊记者从湖南永通华运达北京现代 4S
店了解到：2 月 14 日至 2 月 26 日华运达北京现代
4S 店为广大的新老客户推出：爱满星城，华运达用
最“现代”的方式爱你大型活动。 巧克力、刮刮卡、大
礼包、钻石对戒让您拿到手软，让我们一起过个甜甜
蜜蜜的情人节。

活动详情：
1. 来店有礼：拼拼图，拿奖品
针对每一位到店客户每人有一次游戏机会，完

成拼图的客人并留下个人信息就可以拿到一份精美
小礼品。

2. 订车有礼：刮刮卡，赢百万巨奖
针对活动期间订车客户，每一位赠送 10 元刮刮

卡，就有机会刮取万元大奖。
3. 购车有礼：用最“现代”的方式爱你，让你甜

甜蜜蜜过情人节

活动期间每一位交车成功的客户， 华运达都将
赠送一份巧克力礼盒，作为情人节的礼物。

4.终极大奖：购车送钻石对戒，真爱就在华运达
2 月 13 日———26 日活动期间成交客户填写一

份抽奖劵，投入抽奖箱中，活动结束后，由总经理从
中抽取一名幸运客户， 即可获得华运达情人节终极
大奖钻石戒指一对。 详情请咨询：0731-82886888

还在等什么， 赶快来为所爱的人制造一份超大
的浪漫惊喜吧！

想了解更多详细情况， 欢迎致电北京现代湖南
华运达 4S 店，期待您的光临！

永通华运达用最“现代”的方式爱你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创驰元年”长安马自达迎来开门红
1 月销量 7,683辆 同比增长 15%

增配不增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