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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佳国际名车港正式开业

□记者 解元利

“当红主爵”名爵6上市
单日订单即破千台，上市不
足一个月订单更已近万。全
新名爵6到底有着怎样的实力
呢？11月30日，在有着“小
川藏线”之称的“江南天
路”皖南318线上，全新名
爵6带着记者一起对“72道
弯”发起了挑战。

这条长达 120 公里的
“小川藏线”，有着极其复杂
的地形构造，上坡、下坡、
连续坡，急弯、U弯、S弯、
发卡弯、连环弯比比皆是。
面对连续的弯道，名爵6的悬
架表现出相当不错的柔韧
性，即使以较高速度过弯，
车身的侧倾也并不十分明
显，循迹性也比较好，能够
保持平稳踏实的姿态。与悬

架一同禁受住考验的还有它
的转向系统，厚实的转向力
度与清晰的指向性让你能在
弯道中更加得心应手。此
时，你只需要握好手中的方
向盘，稳住行驶速度，便能
感受到它在弯道里给你带来
的驾驶乐趣。

全新名爵6全系标配的
XDS电子差速锁尤为值得一
提，这套系统让过弯的驾控

感更强，尤其是车辆在逼近
过弯极限时，ESP的介入也
很柔和，不会粗鲁打断驾驶
者的修正动作，简直是“过
弯神车”。全新名爵6配备的
顶级刹车系统，在刹车踏板
回馈力度保持线性的同时给
予不错的制动力，特别是下
山时连续制动后仍有灵敏、
有效的刹车效果。

□记者 李哲

12月4日，在位于天津的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实车
碰撞试验室，少林客车作为中
国品牌，首次公开挑战校车、
纯电动客车安全碰撞测试。
测试当天，汽车业内专家、媒
体、消费者共百余人现场见证
了碰撞过程及结果发布。

在专用校车的安全国标
要求中，是用滑台系统对座椅
系统进行测试，滑台速度为
30-32km/h。而本次测试则
为实车碰撞试验，并提高碰撞
速度为36km/h。在考核维度
上，不只对座椅强度及假人伤

害进行评价，还从约束系统、
车身结构等多方面，进行更加
全面系统的考核。

本次试验对电动客车考
察更严苛，这主要体现在：能
量方面，本次试验由重量达
2.8吨的校车替换了仅为0.95
吨重的移动台车，碰撞总动能
增大为原来的约1.5倍；冲击
力方面，校车前端的强度和刚
度都要比碰撞台车大得多，其
碰撞接触面的冲击力，比原试
验有显著提升。

碰撞测试后，中汽中心的
工程师对数据采集分析后公
布了结果：校车成员舱保持较
好的完整性，车门正常开启，

碰撞后无燃油泄漏。座椅的
调整系统及锁止系统工作正
常。安全带与前排座椅共同
将成员约束在座椅上。纯电
动客车无电解液渗漏，无电解
液渗入成员舱。成员舱内的
REESS（车载可充电储能系

统）保持原位并保持在壳内，
外部REESS未进入乘员舱，
REESS未起火、爆炸。

本次测试的成功，全面超
越了国家标准的规定，体现了
少林客车以安全为出发点的
理念。

□记者 史歌

11月 16日，广汽丰田第
八代凯美瑞在全国正式上市，
其高性价比引起了消费者的
关注。上市半个月,全国订单
量已超过 1.5 万辆。12 月 2
日，广汽丰田第八代凯美瑞河
南百家媒体品鉴会在郑州金

沙湖高尔夫中心绚丽启幕。
河南区域媒体品鉴会作

为第八代凯美瑞上市后的首
次公开亮相，吸引到了全省众
多主流媒体到场，同时还引来
了不少车迷驻足观望，一睹第
八代凯美瑞的风姿。

第八代凯美瑞是丰田
TNGA架构全球首款量产车

型，对于广汽丰田以及整个丰
田汽车来说，重要性不言而
喻。TNGA是丰田继精益生
产理念后的又一种全新产业
理念，它覆盖了从研发、设计
到生产、制造、采购等全产业
链的改革。它以首席工程师
的设计理念出发，对几乎全部
零件重新开发，对核心部件全

部采用最新技术，使得产品在
诞生之初就在炫酷、驾趣、安
全方面拥有前所未有的产品
优势。第八代凯美瑞17.98万
的起售价格足以撼动人心，更
加年轻的造型设计，更加丰富
的科技配置和更加可靠的安
全保障，让凯美瑞真正成为一
款“动人心魄”的进取型家轿。

□记者 介明钢

11月26日，法利玛莎拉
蒂组织爱心车主代表及爱心
人士一行30余人，来到洛阳
市汝阳县陶营镇上坡小学，
给这里的师生带来了许多教
学、生活物资以及学习、娱

乐用具。
据悉，上坡小学共有3个

班级、4 名老师、57 名学
生，学生基本都是附近村里
的孩子，学校教学硬件设施
极其简陋。10月15日，法利
玛莎拉蒂深入该校进行走访
时得知，该校急缺一台电脑

及打印机。经法利玛莎拉蒂
团队宣传发动，众多爱心车
主热烈响应，不但购置了学
校所需的电脑、打印机，更募
集了众多教学、生活物资，包
括衣物、图书、书包、文具、足
球、篮球、羽毛球、实心球、气
筒、暖手宝、五子棋、跳绳、围

巾、手套、毛巾、学生饮用奶、
生活用品等。

在欢迎仪式上，上坡小
学的杨校长动情地表示，今
后他一定会和老师们一起努
力教学，并让孩子们牢记大
家的关爱，将来努力回报社
会。

□记者 史歌

11月 30日上午，优佳国
际名车港盛大开业。优佳国
际名车港位于郑州市金水区
天伦路，拥有两层总面积1万
平方米豪华汽车综合旗舰展
厅，设有五星级多功能豪华会
议室、豪华影视区、豪华VIP
休息区、客户接待区、车管服
务区、阅读区等。

优佳国际名车港主营奔
驰、宝马、路虎、宾利、玛
莎拉蒂、丰田等豪华进口名
车，业务涵盖了汽车销售、
批发、汽车金融、汽车改加
装及售后维修保养为一体的
全产业链，优佳国际名车港
全心打造出中部首家具有整
车三包和售后维修服务的平
行进口车旗舰店，努力为客
户提供全方位、一条龙的高

端服务体验，让优佳国际名
车成为中原最值得信赖的平
行进口车服务品牌。另外据
优佳国际名车港总经理史雪
峰介绍，优佳国际名车拥有
专业的汽车销售团队、采购
团队、运营团队、售后团
队、金融团队、客服团队
等。90%以上的员工具有大
学学历。

优佳国际名车港董事长

张忠强先生透露，优佳制定了
未来3～5年的战略规划和明
确的商业模式及经营目标，力
争用3年时间，在河南、四川建
立20～30家优佳国际名车合
伙制连锁企业，把优佳国际名
车港打造成为一家以中高端
名车为载体，以汽车集采、销
售批发、汽车供应链金融、汽
车售后及汽车后市场的轻资
产运营平台。

全新名爵6：完美挑战“72弯”

校车、纯电动客车碰撞安全测试——

少林客车率先挑战

第八代凯美瑞推出品鉴会

有爱的冬天不会冷——

法利玛莎拉蒂洛阳献爱心

□记者 祁驿

上周，2017年度河南畅销车风云榜
的各项入围品牌发布，除了参考前10个
月的车型上牌数量，还结合了大河车展
上的销售情况和车主口碑评价。而省消
协刚刚发布的《2017年家用汽车消费者
满意度调查分析报告》更是和这份榜单
相互印证，为其提供了权威数据支撑。

根据省消协的调查数字，家用汽车
消费者对汽车行业服务整体满意度总体
得分为 79.45 分。其中，非常满意的
47.37%，比较满意的38.5%，而表示比较
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的比例仅为1.78%
和1.29%。

总的来看，当前我省汽车行业服务
的消费者满意度水平相对较高，仅有小
部分消费者存在不满意的情况。

哪些品牌满意度高

2017年度，被评为河南畅销汽车品
牌的是上汽大众、一汽大众、东风日产、
长安福特、上汽通用、江淮汽车、长安汽
车、北京汽车、一汽丰田、林肯、广汽传
祺，而这和省消协公布的数据基本吻合
——都是整体满意度在75分以上的品
牌。而一些未能入围河南畅销车风云榜
的品牌，恰恰也是省消协公布的满意度
排名靠后的品牌。

哪些因素造成了品牌满意度不高
呢？省消协负责人表示，“三包有效期内
服务效率低、时间长”是被访者提及率最
高的，达44.06%；其次是“购车过程中的
不公平交易”，提及率为24.83%；“三包
有效期内不提供更换、退货服务”的提及
率也在20%以上；“三包有效期内不提供
免费维修服务”“三包有效期内不提供三
包服务”和“销售者未提供三包凭证”的
提及率均在10%以上；还有一些消费者
提到了维修价格高、售后服务差、车小毛
病多等方面，提及率较低，均不足10%。

在各汽车品牌中，多数品牌三包有
效期高于两年或行驶里程5万公里，比
例超过50%，整体表现尚可。其中，别克
汽车比例最高，为71.76%，表现相对较
好。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入选河南畅销
车风云榜的品牌和车型，也是省消协公
布的购车环节满意度较高的品牌，而某
豪华汽车品牌和合资品牌，因为购车满
意度最低，未能入选。

省消协通过对消费者在购车环节的
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着多方面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主要有强买强卖、捆
绑销售、虚假广告、信息不实、厂商/经销
商承诺不兑现、购买到加价车以及购买
到翻新车等问题。

在对消费者购车过程中对购车合同
中的“定金”“订金”词语的了解及对合同
条款的关注程度的调查中显示，42.91%
的消费者从未关心过，占比最高；有
33.05%的消费者对其非常清楚且会提
前了解相关内容；15.52%的消费者不清
楚但会选择当场咨询，会留意“定金”及

“订金”等相关词语；从不看合同内容的
占比最低，为8.33%。

从比重来看，汽车消费者在购车过
程中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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