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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年以来 !

!$%!&'

在业内
声名鹊起!身价倍增" 而今!

!$%!&'

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汽研中心发展成
了能够创造巨大效益的商业机构!有
业内人士认为 !

!$%!&'

正在沦为汽
车厂商误导消费者的商业工具!貌似

# 牙防组织$%

对此!许国祯说!国内汽车行业确
实需要一个公正 &公平的碰撞测试机
构" 但截至目前!

!$%!&'

相对来说还
算是比较公正的机构 !' 所以我们支
持它" $

福特出售沃尔沃( 许国祯' 证伪$)

' 这都是媒体猜测的$

福 特 出 售
沃尔沃( 这不是
真的%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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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

)(

日!福特汽车
在太原为

+,

多
位民间环保组
织代表举办能
力建设培训期
间 ! 福特汽车
* 中国+ 有限公
司副总裁&首席
发言人许国祯
为福特出售沃
尔沃# 证伪$%

八成
广州某报推出了# 高油价时代!你还买车吗( $

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八成的读者希望拥有一
辆属于自己的汽车% 其中

--.-/

的读者表示!尽管油
价高涨!但只要条件允许!仍然肯定会购买汽车%

01.*/

北京车主在奥运期间选择比例最高的出行方
式是乘坐地铁!高达

01.*/

% 选择自驾车出行的比
例降低至

2.*/

% 这显示了北京车主将以实际行动
支持北京奥运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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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明星的脸

,

车市说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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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节油是低排量汽车的共性!但
同样排量的经济型汽车!其油耗却参差
不齐%

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车辆所采用
的发动机技术% 一般来说!同样排量的
发动机!缸数越多!燃烧就越充分!因此
也就更省油一些%四气门发动机会比两
气门的更省油!双顶置凸轮轴发动机也
比单顶置的省油%

以
3.*4

排量的东风标致
#1*

为例!它
的发动机就是双顶置凸轮轴

3*

气门发
动机!并配备了电子节气门!可与中高
档轿车媲美% 凭借先进的发动机系统!

东风标致
#1*

在国家发改委首次公布的
+15

种轿车产品实际燃油消耗量评测结
果中!成为

3.*4

级别车型中的节油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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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说!操控性好的车要能# 跑得
起来!停得下来!转向准!还要路感好.$

而要想实现这一切!则离不开一个合适
高效的变速箱"

汽车常见的变速箱有三种)分别为
手动&自动和手自一体变速箱" 手动变
速器加速快且省油! 驾驶乐趣充分!但
长途驾驶或者交通不畅时会令人疲劳/

自动变速器操作简便!但同时会损失一
些驾驶乐趣"

对于平日穿行于滚滚车流&周末纵
情驰骋于郊外的都市白领们而言!手自
一体变速箱无疑是最佳选择"手自一体
变速箱把手动挡的驾驶乐趣和自动挡
的方便舒适完美融合在一起"

东风标致
#1*

配备了保时捷
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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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换挡精
准&迅速!特有的运动模式让驾驶者在
高速飙车与城市停走之间游刃有余!而
雪地模式二挡起步! 让驾驶更加轻松"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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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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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自一体变速箱为免维护设计!不需要像
多数变速箱那样定期更换油!为惜时如
金的都市白领们省了不少麻烦"

作为欧系车动感风格与节油先锋
的典型代表 ! 东风标致

?,*

不但具有
小排量轿车的经济优势! 更凭借标致
家族百年的历史积淀和世界领先的技
术! 能给人以自由随心& 酣畅淋漓的
驾驭快感"

省油&够劲.东风标致
?,*

就是都市
白领们鱼和熊掌兼得的选择"

!

省油0够劲
一个都不能少

油价上涨& 环保意识增强&道
路拥堵日益严重等大背景下!低排
量& 低油耗的经济车型日益走俏"

怎样才能选出一款既经济&省油又
灵活&够劲的完美汽车呢( 鱼和熊
掌可否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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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网上有消息传福特公司将
出售旗下的瑞典汽车公司沃尔沃!而
一家自主品牌可能成为其买主%

许国祯说!出卖沃尔沃!这都是媒
体猜测的!' 福特公司一直没有出售沃
尔沃的计划!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谣

言!可能是因为整个
*

月份!汽车圈新闻
太少了% 而由一家自主品牌收购沃尔
沃!听着就让人觉得过瘾333多爽啊% $

实际上!路虎和捷豹今年卖出去以
后!它们的发动机还是福特的%' 什么都
没变!就是老板变了% $许国祯说%

每次国内新车上市 !商家都鼓
吹全球同步上市 ! 却在上市时间
上比国外晚了至少

3

年 ! 甚至不是
同一代车型的情况比比皆是 % 不
过 !新福特嘉年华这次要' 同步上
市 $了 %

以前福特车有北美系& 欧洲系和

亚洲系% 但是从嘉年华开始!福特将开
始全球车%' 外国和中国年底同时上市!

两条腿一起走路% 而且!这款车还有专
门为中国设计的元素!这些元素都是很
耗成本的!是

3,,/

的中国考量% $许国祯
说!' 明年! 各个福特经销商的展厅里!

还将看到进口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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