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转眼间508上市已三
年，三年里，508凭借经典法式格调
设计，以及豪华内饰和越级配置，
赢得了一大批消费者的信赖和认
可。大气优雅的外形设计，怡然随
心的科技配置，体贴入微的舒适配
置，都成为508车主深爱它的原因。

508定位于“智享品位的中高级
座驾”，其用户描述为“智享品
位”的知性成功者，通俗点说，508
的用户群体知识层次相对较高，收
入水平中等偏上，他们多是私企或
大中型企业管理者。作为一名国企
中层管理人员，张先生对买车有自
己的看法。他说：“我买508最初是
看上外观和空间，但现在对质量更
信赖了，车子开到现在两年多了，
没发生啥故障，很能说明问题。再
有就是舒适度，508空间够大，我有
时带父母长途回老家，老人在后排
座腿部空间足够宽敞，坐姿不受空
间局限随意调整，更重要的是，老
人在后排还能通过按钮自主调节副
驾座椅的前后位置，以获得更好的

腿部空间，这大大提升了后排空间
的舒适度。”

诚如张先生所说，508传承了标
志品牌百年造车工艺，车身关键防
撞区域采用了1600Mpa的超高强度
钢，并配备ESP、ABS、EBD等丰富
安全装备，再加上标致卓越的底盘
悬挂调校技术，508的安全、可靠的
品质值得信赖。特别是在内饰上，
508采用金属烤漆材质，镀铬饰条也
都运用磨砂处理，座椅的材质工艺
精细考究，整体内饰极具豪华质
感。这也是大多数国内用户喜欢的
原因。

“我对508的第一印象是具有高
水平的科技性能，最终也是冲着智
能配置买的这款车。”508车主王先

生介绍了自己选
车的原因。王先
生是IT出身，自
己开公司后对科
技的兴趣依旧。
他说：“508的
智 能 没 让 我 失
望，一键启动功
能——— 开门、起
步 全 程 不 用 钥
匙，非常实用。
508的HUD触屏
多媒体导航系统，能把行驶信息映
射到前风挡玻璃上，这在早期只有
战斗机上才有，即便放到现在，也
只有奔驰等豪华车上才有此类高端
配置。”

东风标致508与用户一路相伴。
凭借可靠的品质和领先的智能配
置，走在了同级车的前列，给消费
者带来科技随心的超前驾乘体验和
越级舒适享受。

5月6日上午，来自中国、埃塞俄比
亚、坦桑尼亚等国的企业界、教育文化
界代表30人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的斯亚
贝巴参加中非经贸人文座谈会。中方企
业代表谈了他们在非洲经营的情况，建
议进一步完善对非投资合作的政策。我

国国家领导人在座谈会上指出：要让
经贸人文两个“轮子”一起转，促进中非
合作步入快车道。会后，高度重视中埃
经贸合作的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单
独会见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先生，
对力帆汽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力帆集
团董事长尹明善向穆拉图总统和解晓
岩大使详细介绍了埃塞俄比亚新工厂
的投资运营情况，并陪同客人参观了工
厂生产线和检测线，穆拉图总统对力帆
汽车工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月7日，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同中国驻埃塞
俄比亚大使等300余名嘉宾参加了力帆
汽车埃塞俄比亚直销公司的新工厂投
产暨力帆530上市仪式。仪式上，穆拉图

总统对力帆汽车选择埃塞表示赞赏，力
帆新工厂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让他印象
深刻，同时他也表达了对力帆未来更好
发展的期望。随后穆拉图总统还为当天
在埃塞上市的新车型力帆530揭幕，并
为 新 车 取 一 个 具 有 埃 塞 特 色 的 名
字——— 以新工厂所在城市“DUKEM”
为名，挥笔写下“DUKEM530”作为力
帆530在埃塞市场的新名字。

据了解，力帆汽车埃塞俄比亚新
KD工厂集散件进口、仓储和整车组装、
检测、调试等功能于一体，是力帆全球
重点投资的海外生产制造基地之一，在
满足埃塞本地市场需求的同时，辐射整
个非洲市场。

第一场PK：续航里程。提到
混合动力，就不得不提丰田，迄今
为止，丰田混合动力车在全球已
经卖出超过640万辆，占全球混合
动力汽车销量的80%，即在世界
范围内，每卖出10辆混合动力车，
其中8辆是丰田品牌的。点评：混
合动力车是马拉松选手，汽油车
是长跑选手，电动车是短跑选手。

第二场PK：堵车时油耗。尊瑞
在中低速情况下可以用纯电力驱
动，在堵车路段减速、刹车的时候，
一方面发动机会熄火，另一方面刹
车产生的能量又可以给电池充电，
再用于下一次电动行驶，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轻松实现0油耗。点评：
堵车时，相比混合动力车和电动车
的能耗，汽油车绝对是大胃王。

第三场P K：充电加油便利
性。尊瑞的最大优势是只需加普
通汽油，不需外置充电。尊瑞在出
厂时蓄电池已经处于充满状态，
行驶中，车辆仅依靠电动机和燃
油机的巧妙配合，通过发动机和
废弃动能回收电能，无需专门充
电就能自行对蓄电池组进行充
电。点评：如果把能耗比喻为金
钱，汽油车赚钱快花得也快，混合
动力车赚钱快而且精打细算不浪
费，电动车赚钱又慢花得又快。

混动、汽油、电动PK战力帆汽车闪耀非洲 总统亲为新品命名

广汽三菱新劲炫ASX和
新帕杰罗·劲畅自上市以来广
受好评。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体
验到广汽三菱“SUV世家”的
魅力，即日起至6月30日为止，
消费者前往广汽三菱销售服务
店即可参与“轻松贷车123”和

“轻松置换，乐享好礼”两大优
惠活动，助力广大消费者轻松
实现初夏购车“鲜”人一步。

此次广汽三菱推出“轻松
贷车123”按揭购车优惠活动即
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市场。消
费者可自由选择1 - 2 年期购
车，最低可享受0利率，首付达
到50%更可享0月供。对于手头
资金不够宽裕的消费者而言，
更可选择20%的最低首付。以
新劲炫ASX为例，最低首付不
到3万元。除此之外，参与本次

活动的消费者还可享受每台车
800-3000元的售后基金，用于
保养、维修或精品消费。如此超
低首付、超低月供、超值优惠，
可助力年轻消费者轻松开启初
夏购车“鲜体验”。

“轻松置换，乐享好礼”：任
意车型均可置换，最高可享
6000元补贴。广汽三菱在提供
“轻松贷车123”按揭购车优惠
活动的同时，还推出针对广汽

三菱新劲炫ASX、新帕杰罗·
劲畅两款车型的置换促销活
动，非限购区域置换补贴最高
可达4000元，限购区域最高更
是可达6000元！任意二手车型，
免费评估，轻松置换新劲炫
ASX、新帕杰罗·劲畅车型，众
多好礼，超值优惠。广汽三菱旗
下13家试点城市的24家销售服
务店还于5月—6月期间推出

“购车即送常规保养”政策，可
与前两项政策同步享受，消费
者购买广汽三菱新劲炫ASX、
新帕杰罗·劲畅任一车型即可
获赠12次常规保养。对于想要
入手广汽三菱新劲炫ASX、新
帕杰罗·劲畅两款车的消费者
来说，目前正是不可错过的好
时机，可前往广汽三菱各销售
服务店进行详情咨询！

广汽三菱开启初夏购车“鲜体验”

在汽车日常保养中，有些驾驶员
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汽车进行改
动，然而殊不知这些看似正确的观念，
不仅会使车辆受损，严重的甚至还会
威胁生命。下面我们就总结了一些错
误观念，希望能给各位驾驶员提个醒。

盲目拆掉发动机节温器

有些驾驶员认为行车时发动机温
度怕高不怕低，因此盲目拆掉发动机
节温器，致使冷却液只能进行大循环，
不能调节冷却强度，发动机经常处于
低温状态下工作，造成功率下降，磨损
加快，油耗增加等情况的发生。所以，
要想保证发动机正常运转，应根据汽
车使用说明书规定的正常温度行车。

风扇皮带越紧越好

风扇皮带并非越紧越好。皮带过
紧不仅会缩短皮带的使用寿命，还会

导致其拉长和断裂。而且因为拉力过
大，发电机轴、水泵轴非常容易变形弯
曲。因此汽车发动机风扇皮带的松紧
度装配时挠曲度以10mm-15mm为宜。

发动机用怠速升温

很多驾驶员都知道，汽车刚启动
的时候，如果发动机转数太高会因润
滑不佳损害发动机。然而却很少有人
知道如果长时间用怠速升温，由于转
速较低，机油泵不能较快地将润滑油
压入各润滑表面，发动机各运动机件
会在干摩擦或半干摩擦状态下工作；
同时因燃油低温雾化不良，使未燃烧
的燃油窜入曲轴箱，冲刷掉缸壁上的
油膜，加快机件磨损。所以，在非低温
状态下，发动机启动数秒后，应提高怠
速快速升温，改善发动机的润滑条件。

轮胎气压宁高勿低

有些驾驶员喜欢把轮胎气压充得
较高，认为这样既可超载又可节油。这
是不正确的。胎压过高，会使轮胎接地
面减小，磨损加重，而且还容易爆胎。
同时，因胎压过高，会使轮胎的附着系
数减小，降低刹车时的制动效果，增大
测滑量，对行车安全造成较大的危害。
同样，胎压过低也不好，会造成磨胎
肩、折胎、油耗增加等情况。所以，正确
的做法是按轮胎上标明的标准气压充
气，充气量一般在标准气压的±5%较
为适宜。 (本刊综合整理)

今年的六月注定是一个不平
静的夏天，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
又将拉开战幕。东风悦达起亚作
为巴西世界杯官方唯一指定汽车
赞助商——— 起亚的中方合作伙
伴，也将为中国消费者献上一份
激情大礼，尽享世界杯带来的无
限快乐！

K3作为东风悦达起亚十周年
跨越力作，在成功上市一年多的
时间中，凭借自身产品的实力和
专注的市场态度，在竞争激烈的
中级车市场迅速占位。K3由起亚
全新进化的“DESIGN KIA”理
念指导设计,虎啸式镀铬进气格栅
以及越级的灯光系统，包括LED
日间行车灯、HID氙气大灯、
采用面发光技术的LED后组合
尾灯，都远远超出了同级车的
配置水准。融合D-CVVT技术
的1 . 6L伽马发动机和1 . 8LNu
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可达

128马力和146马力，动力十分出
色 。 V S M 车 身 稳 定 控 制 系 统
(VDC+MDPS+HAC)、预紧式安
全带、主动式安全头枕等越级安
全科技，帮助 K 3 轻松斩获C -
NCAP五星安全评价。在2013年
“ 中 国 汽 车 行 业 用 户 满 意 度
(CACSI)测评”中，K3也不负众
望细分市场满意度冠军。

在日新月异的汽车产品变革
面前，K3的卓越性能及技术实力
可见一斑。好的产品还需有强劲
的市场开拓力，K3世界杯选装包
到底会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让
我们拭目以待！

用车“经验”不可靠 汽车保养常见误区 K3世界杯选装包即将来袭

东风标致508 超全面三年用车体验

丰田全球工厂2013年品质监查结果于近期出
炉。继2012年第二生产线取得“零不良率”的全球最
高评价后，广汽丰田第一生产线在2013年也取得

“零不良率”评价。对广汽丰田来说，这标志着本土
化制造的胜利，“中国制造”取得了世界一流品质；
对消费者来说，这是又一颗刻印着“广丰出品”的定
心丸。广汽丰田在恪守精益化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进行改善，收获了很多适应本地
情况的品质管理新方法。广汽丰田建立了“贯穿全工
程的变化点管理体系”，即从原材料供应商到广汽丰
田工厂制造各个环节若发生了变化点，都需要提前向
后工序联络，后工序紧密关注这些变化点，通过增加
品质关卡或检查次数等措施进行品质的强化确认。在
企业发展中，品质是保证“顾客第一”的最基本要素，
也是“超越顾客期待”的根本。正是秉承这一原则，广
汽丰田紧贴消费者需求，不断改善、优化品质标准，
不但在丰田全球品质监查中交出满分答卷，同时，
也使企业标准和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得到完美统
一，为品牌赢得良好的市场口碑。

广汽丰田领先全球标准
“顾客第一”打造最高品质

第十三届北京车展落幕，表现
最耀眼的华泰汽车圣达菲新品凭借
时尚、动感的造型与领先的造车理
念，受到业界认可与千万车迷的热
情追捧。在动力方面圣达菲新品有
汽油版与柴油版两款车型可供选
择，其圣达菲新品柴油版车型搭载
技术成熟、稳定可靠的OED483Q
(2 . 0L)清洁型柴油发动机，其独有
的TECV智能高效动力系统集成了
中冷废气再循环技术EGR、电控高
压共轨燃油喷射技术CRDI、可变截面
涡轮增压技术VGT三个国际顶级柴
油机技术，该款柴油发动机高性能、
低油耗，比传统汽油机油耗降低30%。
SUV以时尚动感、轻松便捷、价格经
济等优势，成为年轻消费群体首次
购车的优先选择。作为国内自主
SUV的杰出代表，圣达菲新品必将
进一步提升该细分市场的热度。

华泰圣达菲新品

或本月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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