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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晨报消息，儿童座椅的安全评价规程今
年将独立于C-NCAP汽车碰撞评价体系外，有关儿
童座椅单独的安全碰撞评价标准将于今年三四月
公布。一份近日公布的《2013年中国儿童安全座椅
年终调查报告》再次将公众的视线聚焦在儿童乘车
安全上。调查显示，缺乏相关法律强制使用依然是
阻碍我国儿童安全座椅普及的首要原因。我国涉及
儿童乘车的硬性法律条款依旧是个空白。不过，报
告显示，与2013年初的调查数据相比，全国范围内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上升至近一成。 (北晨)

2013年12月26日，山东瑞诚奇瑞4S店在匡山中
国馆举行了开业仪式。同时，奇瑞全新瑞虎5也在山
东瑞诚4S店正式上市。此次上市的全新瑞虎5是奇
瑞以“用户感受”为导向，为用户精心雕琢的一款
SUV车型，共有家享版、家悦版、家尊版、家臻版在
内的6款车型，售价为9 . 39万-15 . 09万元。据了解，山
东瑞诚奇瑞主要经营奇瑞QQ/E3/E5和全新瑞虎5

系列产品，目前正值奇瑞16年庆感恩季之际，现店
内全部车型均享有价格优惠政策。 (俊杰)

临近年末，抢购的场面不仅出现在火车站，也出
现在一些紧俏车型的4S店里。在济南某家比亚迪4S

店，连展示样车都被热情的消费者抢购一空。其中最
为抢手的车型为速锐，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1-11月
份速锐累计销量达112314辆，平均月销都在1万辆以
上。

作为一款精品车型，比亚迪速锐上整体造型突出
运动气质；在配置方面，除了开创性地搭载全球领先
的遥控驾驶技术外，速锐还拥有Keyless智能钥匙系
统、车载数字电视、CCS定速巡航系统等高端智能配
置，领先同级。另外，比亚迪速锐享有“最安全自主
车”的美誉，在主动安全方面，速锐顶配车型共拥有
ABS防抱死制动系统(带EBD)、ESP车辆稳态控制系
统等17项主动安全配置；被动安全方面，速锐从车身
结构设计上最大程度保护乘员安全。

在2013年10月14日—2014年1月31日，比亚迪举行
“科技十年 十重大礼”比亚迪全线跨年盛惠，活动
期间消费者可享包括：进店礼、试车礼、分享礼、购
车礼等十重超值大礼，并采用团购、砸“金蛋”、准
点抽奖等互动活动形式，在年底将优惠进行到底。

(周宁)

2014年伊始，一汽马自达率先
推出了“六马献瑞”新春大礼，6重大
礼实惠更多，并且涵盖一汽马自达
全部车型，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
的选择。“六马献瑞”新春大礼不仅
延续了优厚的金融政策，而且还添
加了赠送导航、交强险、加油卡以及
万元补贴等多方面优惠，让本就火
热的车市春节档烽烟再起。

“六马献瑞”

领跑新春促销

今年春节档推出的“六马献瑞”
新春礼涉及车型最广，不仅限于经
典的2013款Mazda6，而且包括了一
汽马自达旗下的Mazda8和睿翼。

“六马献瑞”的核心“六马”包括：1 .

一马当先礼：购2013款Mazda6均可

免费增配导航，对于车主来说，原装
的导航视觉效果远比支架外挂要好
得多，而且性能也更稳定；2 .玉马金
堂礼：购2013款Mazda6、睿翼或者
Mazda8均可享受最高24期0利息0手
续费的金融政策，如此金融大礼将
一直延续到2014年2月份，而此项已
被熟知的大礼早已成为消费者最心
仪的项目之一；3 .车马盈门礼：购
Mazda8均可获赠3 0 0 0元加油卡，
3 0 0 0块钱的汽油可以供应一辆
Mazda8奔跑接近4000公里，足够一
家人春节期间走亲访友了；4 .马到
成功礼：“六马献瑞”期间，以旧车置
换Mazda8最高可享10000元购车补
贴，实实在在的万元补贴直接减少
了购车支出；5 .一马平川礼：在活动
期间购买2013款Mazda6或者睿翼，
均可获赠交强险，切实为消费者降

低了用车成本；6 .万马奔腾礼：活动
中购买睿翼车型的任何一款，均可
享10000元补贴，对于喜欢睿翼的消
费者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大礼。

“六马献瑞”惠及了一汽马自达
旗下所有车型：2013款Mazda6、睿翼
和Mazda8三款车型，每款车型均有3

重大礼，“六马献瑞”着实提升了一
汽马自达产品的性价比，让产品更
加亲民，领跑新春促销。

“六马献瑞”赋予

2013款Mazda6更高性价比

一汽马自达在2013年的车市大
战中取得了良好的战绩，尤其是9月
份之后，销量稳步增长。据选车网数
据显示，2013款Mazda6的11月份销
量突破了1万台，继1月份之后再次

刷新了今年的销售纪录，展示出经
典车型的不俗实力。

新款Mazda6传承了“弯道王”
的卓越驾控，全系车型均搭载了
2 . 0L发动机，技术成熟，稳定可靠，
动力充沛，养护成本低廉；自动挡车
型匹配5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换挡平
顺，响应及时；手动挡车型搭载了6

挡变速箱，多挡位设计更具驾驶乐
趣，同时也更省油。2013款Mazda6还
拥有37米超强制动能力。卓越的动
力性、操控性与安全性构成了新款
Mazda6独特的“驾趣”。作为一款经
典的B级车，2013款Mazda6自上市以
来，始终受到车迷的关注，它拥有B

级车的高品质，同时拥有令A级车
望尘莫及的舒适空间和售价，高性
价比令其成为最热销的B级车之
一，2 0 1 3年 1 1月份销售量达到了

10217台，实现了连续4个月稳步增
长，逾80万车主的共同选择证明了
Mazda6卓越的产品力与品牌号召
力。

在本次“六马献瑞”活动中，购
买2013款Mazda6不仅可以享受优厚
的购车金融政策，而且还可获赠实
用的导航和实惠的交强险，为这款
经典的B级车赋予了更高的性价
比。

一汽马自达厚积薄发，2013年
第四季度全系车型持续热销，实现
稳步增长。随着2014年“六马献瑞”
新春礼的大力推广，起价12 . 98万元
的新“弯道王”Mazda6携一汽马自
达全系车型一起，在春节购车季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具性价比的选择，
再一次引燃了车市。

(晓芳)

为了感谢千万用户长期以来给予五菱汽车的支
持，上汽通用五菱一年一度的新年“喜福会”再度在
全国开展。自2013年12月上旬起至2014年2月中旬，凡
到店五菱用户均可享受马年新春大礼包、购车超值钜
惠等一系列感恩回馈内容。此外，“情满回家路”、“幸福
顺风车”等广受用户好评的活动也将继续举办。

今年第九届“喜福会”的关怀内容和水准将再次
提高，在活动中，用户不仅可以享受丰富的礼品和购
车优惠，3800多家五菱经销商还将通过“送文艺下
乡”、“幸福送到家”等形式，将文艺表演、检修服
务等贴心关怀送到车主身边。

据悉，在2013年11月，上汽通用五菱产销双双突
破1000万辆大关，迈入世界千万级车企之列。据中汽
协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月10日，上汽通用五
菱已提前完成今年150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成为国
内第一家宣布提前完成全年销售任务的车企。上汽通
用五菱销售公司商用车市场与网络总监陈奕诚表示，
“希望本届‘喜福会’能为更多五菱用户提供更多便
利，我们将继续探索，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的同时，
做好服务，用心为广大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

(振宁)

日前，昌河铃木利亚纳A6举行
山东区域新车上市发布会，两厢/三
厢款同步上市。定位于“全能实力
进取家轿”的利亚纳A6，集国际品
质、时尚造型、越级配置、宽畅空间、
经济节油、贴心安全6A特点于一身，
且54999元-79999元的售价区间和科
技含量十足的配置，为更多的年轻
消费群体带来高价值的选择。

据介绍，利亚纳A6是在铃木世
界战略车型LIANA平台基础上，全
新打造的家轿产品。三厢车车身尺
寸4380×1720×1545(mm)，两厢车车
身尺寸为4260×1720×1600(mm)，轴
距均为2480mm，其整体尺寸在同级
车型中处于领先地位。空间设计上，
利亚纳A6构思巧妙，通过车体的饱
满设计、前推的A立柱，打造出同级
别车中顶级水平的车身尺寸，确保
了车内宽大的空间。

动力方面，利亚纳A6 MT车型
搭载了1 . 4排量铃木世界战略K14B-
G发动机，VVT技术升级，采用薄型
加强筋式铝合金缸体，具有大功率、
低油耗、低噪音、轻量化、紧凑型、高
可靠性等特点，同时，新车还推出自
动挡车型。

此外，越级配置也是新车一大
特点：无钥匙进入系统可直接开启
或关闭车门和后备箱；三幅运动式
方向盘设计，集音响娱乐控制、定速
巡航控制于一体；6 . 5英寸的多媒体
液晶触摸屏视觉清晰、触控舒适、敏
感度高；中高级车才有的自动空调
也装配在了利亚纳A6上；远高于同
级车的四轮独立麦弗逊式悬挂设
计，搭配出色的副车架，实现了高档
轿车所追求的平稳性；电动天窗的
设计使车主更亲近自然，带来驾驶
新乐趣。 (韩杰)

铃木纯正SUV血统

彰显豪华风范

锋驭正面设计宽大动感，侧面线
条流畅凌厉，尾部造型坚固稳定。高质
感一体式车顶行李架、17英寸酷炫风
格的铝合金轮毂等元素使得锋驭给观
者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力。酷炫风格
打孔皮质座椅、酷黑主色调搭配银色
镀铬装饰条的组合，营造出时尚、动感
的车内空间；中控台布局简洁明快，全
系标配多功能方向盘集换挡拨片、定
速巡航、车载蓝牙免提系统等于一身；
另外，分体可折叠、倾角可调式后排座
椅能够将后备箱空间拓展至1200L，而

全车还分布有数十处精致分类储物空
间，充分满足了用户的储物需求。

卓越性能

尽享驾驭乐趣

锋驭搭载了铃木最新研发的G-
INNOTEC 1 . 6L全铝VVT高效能发动
机，匹配5速手动和带7速运动模式的
CVT无级变速器。工信部网站数据显
示，锋驭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最低仅
为5 . 6L，远远领先市面上所有同级车
型。

锋 驭 还 配 备 了 同 级 唯 一 的
ALLGRIP智能全时四驱系统，它拥有
自动、运动、雪地和锁定四种模式。超过

30项至臻装备覆盖动力操控、安全保护、
外部及功能配备等各个方面，以同级唯
一可开启全景电动天窗、同级唯一
ALLGRIP智能全时四驱系统、同级唯一
配有智能发动机启停系统、同级唯一标
配ESP+HHC+6气囊等在内的“四大同级
唯一”领衔豪华配置阵容。

此外，锋驭可开启全景电动天窗
开启尺寸可达0 . 36㎡，与同级车型相
比，具备可全开启、开启面积最大等显
著优势，实现了“真全景”的理想追求。

“高得不能再高的配置，低得不能再低的价格”

长长安安铃铃木木锋锋驭驭树树立立城城市市SSUUVV价价值值标标杆杆

一一汽汽马马自自达达率率先先推推出出““六六马马献献瑞瑞””新新春春礼礼

昌昌河河铃铃木木利利亚亚纳纳AA66山山东东上上市市 比比亚亚迪迪速速锐锐终终端端遭遭抢抢购购 第第九九届届五五菱菱“喜喜福福会会”启启动动

2013年12月23日，备受市场瞩目的长安铃木全新战略级城市SUV锋
驭在云南昆明上市。已经4年没有新品推出市场的长安铃木，对锋驭期
待甚高。凭借“超低油耗、超高配置、超大天窗”三大核心竞争优势
及众多创新科技傲视同侪，锋驭的起售价定在10 . 98万元，成为城市
SUV的价值标杆。

山东瑞诚奇瑞4S店
开业暨全新瑞虎5上市

儿童座椅安全
评价标准今年公布

作为进入中国已经20年的汽车企
业，长安铃木其实是中国最早成立的
合资品牌之一。在进入中国市场的初期
阶段，长安铃木先后推出奥拓、羚羊、雨
燕等经典小型车。这些产品曾经开创了
各个细分市场的销售奇迹。2008年，长安
铃木推出的天语SX4两厢，成功开辟出
国内跨界车细分市场，成为国内都市
SUV的功勋车型。这款车先后被评为
“年度十佳车型”，“最受欢迎新车”，成
为当时年轻客户的购车首选。

但是天语SX4之后，长达4年的时
间，长安铃木在国内就再也没有全新
车型推出。就这样，长安铃木错过了中

国车市最火爆的4年时间，直到锋驭上
市。

长安铃木锋驭2012年广州车展和
2013年上海车展先后亮相，并在去年11

月广州车展前夕启动预售，当时的预
售价格为11 . 28万元。到12月23日正式
上市时，全国已经超过5000个订单。足
以说明这款车的受关注程度。

发布会上，长安福特副总经理孙
长松宣布，长安铃木的正式销售价格
为10 . 98万—15 . 48万元。长安铃木市场
部副部长汤毅告诉记者，上市发布会
当天价格公布后，全国全款提车的客
户就达到数百之多。据孙长松介绍：

“锋驭这款产品的调研规划工作从三
年前开始。我们锁定的目标群体在30

岁左右，他们不很张扬，很务实，内心
非常强大，又对工作和生活充满激
情。”正是有了对消费群体的精准定
位，孙长松自信地告诉记者，锋驭的关
键是做好自己，而不是盯着竞品。

今年是长安铃木成立20周年，30万
产能的第二工厂也已经竣工投产。从
今年开始，长安铃木每年将向市场推
出1-2款全新产品，希望能够尽快夺回

“失去的市场”。至于眼下这款锋驭的
销量，孙长松希望不低于6万辆。

(陆小虎)

锋锋驭驭最最低低目目标标是是年年销销66万万辆辆
本刊专访长安铃木副总孙长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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