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汽丰田
启动新车YARiS L致享

近日，从广汽丰田厂方获悉，该品牌发布了
“新风尚实力三厢”轿车YARiS L致享，价格下
探至 6.98万元起。据了解，该车是一款特意为
年轻人量身定做的，时尚、精致、实用的小型
车。业内人士指出，该车外观个性而又带有质
感：沿用丰田家族式的 KEEN LOOK 设计理
念，在造型上依然足够出格，下格栅为横条设
计，大气十足。尾部的“烟熏电镀”装饰条，使致
享显得更有档次。

新车的整个中控台区域和仪表台，呈现出和
谐一体的设计感。局部装饰件采用“亮黑工艺”，
换挡杆、方向盘使用皮革包裹。采用了白色的数
字显示器和3D仪表盘标识的“立体式自发光仪
表盘”尤为抢眼，彰显了科技感。座椅的设计比
较贴合人体曲线，可调控幅度不小，前后之间不
显局促。三厢空间的灵活布局，在大家看来十分
人性化地考虑到年轻家庭用车的实用性。

致享采用 1.3L和 1.5L的NR系列自然进气
发动机，配备了丰田标志性的VVT-i技术，拥有
79KW的最大功率和140N·M的最大扭矩，可以
在低转速下就输出强劲扭矩。致享采用的是带
模拟 8速功能的 S-CVT无级变速箱，通过连续
可变的传动比例，把发动机动力梳理得井井有
条。致享综合工况油耗仅5.1L/100km！该车全
系标配了VSC车身稳定控制系统、TRC牵引力
控制系统、HAC上坡启动辅助控制系统等安全
配置。 （江 文）

车市开门红
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4倍多

2月 9日，中汽协公布今年最新汽车产销数
据：1月份汽车产销同比增速均超过10%，环比则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整体实现了开门红。数据
显示，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68.8万辆和280.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3.6%和11.6%。中汽协有关
负责人表示，春节前夕汽车产销增速较高，部分厂
家延续购置税优惠也刺激了消费者的积极性。据
了解，1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 40569辆和
38470辆，同比分别增长4.6倍和4.3倍。专家表
示，因为去年1月新能源车销量较低，所以今年同
期新能源车同比实现爆发式增长。 （辛 化）

中消协:
汽车及配件质量问题纠纷多

日前，中消协发布《2017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
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在整体投诉量保持平稳的同
时，交通工具类中汽车及零部件消费维权问题严
重。据了解，2017年交通工具类投诉共54536件，
同比小幅增长0.55%，虽然变化不大，但仍然高居
商品类投诉第二位。消费者反映的主要问题有销
售时隐满汽车真实情况、汽车本身质量不过关、汽
车维修技术不过硬，维修服务质量差、擅自使用质
次价廉的汽车配件。此外还有消费者贷款提车时
被加收金融服务费，车辆交付后长时间拿不到汽
车合格证。合同纠纷问题也依然存在。 （梓 迅）

2018数百款新车上市
新能源汽车将成爆款

2018年，我国车市将迎来多达197款的新车，
创历史之最。业内专家表示，一方面今年恰逢多
个主流品牌的产品大年、中国品牌的全面崛起、造
车新势力的先后启动；另外一方面，小众品牌和车
型纷纷复活、新能源汽车开始扎堆上市。“197款”
这一数据来自一家汽车数据决策服务商，现在已
经“浮出”水面的新车已经多得数不过来，包括但
不限于通用15款，广汽传祺4款，广汽本田5款，
大众至少7款，雷克萨斯5款，宝马16款，奥迪16
款，福特6款，现代起亚不少于5款。 （东 来）

平安产险江西代步车服务
在昌启动

2月9日，从平安产险江西分公司获悉，平安
江西车险理赔代步服务在南昌全面启动。此次车
险“代步服务”的推出，对保险公司、汽车租赁公
司、汽车维修站合作三方而言具有积极意义。据
了解，车险“代步服务”项目，已向各合作服务站投
放30辆代步车。平安产险有关负责人表示，未来
还会扩大代步车覆盖率，推出代步打车券、三者代
步车等更多的服务内容。业内人士指出，对车主
而言，这能充分享受到三方提供的优质服务，以消
除行车不便及诸多的后顾之忧，让广大车主享受
在共享经济下的平安极致服务。 （刘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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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资讯CAR

旺狗贺岁，新年新气象，车市大发展——

2018：江西汽车人新春寄语
新车速递CAR

特别策划CAR

值此新春佳节来临之际，我谨代表江铃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全体员工，向《江西日报》的广
大读者和一直关心和支持江铃销售的朋友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节日的问候。江铃汽车扎
根江西、不断进取，在红土地上打造“江西制
造”的汽车名牌。2017年，在汽车整体行业微
增长的背景下，江铃汽车仍取得稳健发展，全
年实现销量超过 31万辆，同比增长 10.3%；江
铃整车销量首次迈过了30万辆的台阶；在新的
一年，江铃销售将继续以客户和服务为中心，
利用大数据、网联化和智能化等新技术改进销
售渠道，由“江西制造”持续升级“江西智造”，
勇攀高峰！踏上新征程、展现新作为！相信我
们的明天会更好！祝福大家2018狗年大吉，身
体健康，阖家欢乐！

——江铃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让坡

雄鸡辞岁，金犬献瑞。又逢新春佳节，我
谨代表北汽集团昌河汽车，向《江西日报》的广
大读者和昌河汽车的用户，致以诚挚的问候和
美好的祝福！昌河汽车的精进之路，离不开新
老朋友的陪伴同行！驻足回眸，赣鄱大地上，

“昌河梦”在大刀阔斧与细致入微中有序演进。
当昌河汽车“品质年”建设初见成效；当昌河
M50、昌河Q35等车型以不俗销量回馈于民；当
昌河新款SUV亮相车展备受好评——“以用户
为中心”的内涵被充分诠释。时光极速推进，深
改掀起劲风热潮。由“昌河”“威旺”两大品牌
强势整合后的“大昌河”，以初创者之姿，全新启
程。立足用户需求，夯实传统动力市场，大力发
展新能源汽车。同时，与之匹配的强劲动力正
在酝酿：九江新能源基地和洪源发动机厂房建
设中，洪源二期即将开工……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光荣与梦想不应被辜负。新的一年，
我们会用一颗创业的心，用创新的方法，干创造
价值的事，以高质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回馈江
西父老的厚爱！最后，衷心祝福大家新春快乐，
事业顺利，生活美满，万事如意！

——北汽集团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 张朝翔

欢欢喜喜迎狗年，万事如意平安年,值此新
春来年之际，陆风汽车对《江西日报》广大的读
者朋友们、父老乡亲们致以诚挚的问候，感谢
朋友们一直以来对陆风汽车的帮助和支持，祝
大家圆梦圆心圆万事，百福百乐百花放，其乐
融融每时刻，吉祥如意在身旁。

陆风汽车是江铃控股有限公司旗下致力
于打造自主最专业 SUV 的汽车品牌，回望
2017年，是陆风汽车踏上新征程、迈入新高度
的产品年。2017年 7月，小型 SUV陆风X2的
上市，市场表现抢眼，进一步完善了陆风汽车
的产品谱系。随后 10月陆风X7劲越上市，在
老款陆风X7过硬的产品质量与超高颜值的基
础上，对产品进行了革新迭代。2018 年 1 月，
爆款车型陆风逍遥上市，凭借其时尚外形和越
级动力赢得了业界和消费者的好评。

新的一年，中国SUV开创者陆风汽车将继
续在 SUV 领域中深耕，为消费者打造更多精
品，各位可以一如既往地支持陆风汽车，与我
们一起见证陆风汽车的成长壮大！

在此，再一次祝大家狗年体健财路宽，春
风吻面笑来年。

——南昌陆风汽车营销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欣欣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告别硕果累累的
2017 年，我们迎来生机勃发的 2018 年。值此
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江西五十铃，向江西
日报的读者们，及关注与支持江西五十铃的朋
友们，致以诚挚的新春祝福。2017年，江西五
十铃在广大消费者，尤其是江西人民的支持下
突破 31000台销量大关。搭载Bluepower劲蓝
动力技术的 2018 款 mu-X 牧游侠全新上市，
使更多人享受到科考级 SUV带来的泛户外生
活乐趣；D-MAX国五版的推出再一次引领皮
卡高端生活方式，瑞迈汽油版车型上市刷新高
性价比皮卡形象，皮卡整体市场份额位居国内
皮卡行业第四。2018 年，江西五十铃将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持发展为先，实干为
本；秉承五十铃百年造车工艺与匠心精神，稳
固皮卡核心优势，提升 SUV产品力与品牌力,
继续践行五十铃“让运输更可靠，让生活更美
好”的理念。新目标，新征程！未来，江西五十
铃将集日本五十铃与江铃集团之长，立足南昌
辐射全国，继续推动江西汽车制造业与实体经
济的发展。最后，再次祝大家新春快乐，全家
安康！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江西五十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陈武

“一元复始山河美，万象更新锦绣春”，值
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汉腾汽车恭祝《江
西日报》的广大读者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向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
的感谢！在刚刚过去的 2017年，汉腾汽车给
消费者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汉腾 X5、汉腾

X7S、汉腾X7 PHEV的上市，不仅开启了汉腾
汽车双驱动布局的新篇章，还进一步丰富了产
品矩阵，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车·风景”全
新品牌主张落地，迎来了品牌营销新高度；经
销商网络布局全面扩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提供更加贴心的优质服务；从品牌初创到不断
收获来自消费者、市场、行业的认可，汉腾汽车
以独有的“汉腾速度”让梦想落地生根。2018
年，汉腾汽车将继续秉承“造国人喜爱的好车”
的品牌使命，将自我梦想和消费者追求相融
合，坚持聆听市场与消费者的声音，为消费者
提供梦想座驾，打造更好更多的高品质产品。

——汉腾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江西汉腾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廖雄辉

作为江西人，非常感谢《江西日报》推出这
样一期内容，让我有机会向家乡父老致以最由
衷的感谢与祝福。感谢家乡对我的培养，也要
感谢家乡人民对 BMW 品牌的支持与厚爱。
未来我们定不负众望，为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
产品与服务。在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之际，祝家
乡江西风调雨顺，繁荣发展，祝家乡人民合家
团圆，幸福美满!同时祝福《江西日报》前程似
锦，坚守权威公信的信念，继续大胆创新、勇往
直前。诚如 BMW 在过去百余年间的砥砺前
行，未来这一品牌将继续秉承创新精神，引领
出行的全新时代。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美虹

改革创优，真抓实干，撸起袖子，努力奋
斗！亲爱的朋友们，《江西日报》的读者朋友
们：丁酉岁末，戊戌将至。站在这个新旧交替
的门槛，我们有所感怀，也有所期盼。带着
2017年的积蓄沉淀，我们充满勇气拥抱 2018。
2017年 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国机集团和
重工恒天集团重组方案：中国恒天集团整体并
入国机集团，百路佳也正式成为国机集团大家
庭中的一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
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是世界五
百强企业。国机集团是中国机械工业规模最
大、覆盖面最广、业务链最完善、研发能力最强
的大型中央企业集团。拥有近 50家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10家上市公司，140多家海外服务机
构，全球员工总数近 10 万人。2017 年集团主
营业务首次突破百亿利润大关，同比增加
53%，实现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经济社会发
展做出了贡献。2017年，百路佳客车实现营业
总收入同比增长101%，完成年度指标的153%；
可以说成绩显著，发展稳健、良好。

值此2018戊戌年新春即将来临之际，我谨
代表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全体同仁，
向一直关心关注、支持我们的社会各界人士、
好朋友们！致以节日的诚挚问候！祝大家新
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阖家幸福！狗
年旺大运！

——江西凯马百路佳客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维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祝《江西日报》的读者
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杜国忠

值此万家团圆、辞旧迎新的幸福时刻，我
谨代表吉利汽车向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和支持
吉利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感谢和
新年的祝福。吉利汽车将秉持“以用户为中
心”的宗旨，时刻不忘“造每个人的精品车”和

“关爱在细微处”的承诺，肩负新使命，以新智
慧、新视野，以谦卑的心态与坚韧的毅力，不断
摸索与创新，成长为更懂中国、更懂中国人的
品牌。顺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快乐人
生，吉利相伴！

——吉利汽车华东营销事业部总监 张 灿

在2018年祈福钟声敲响之际，我谨代表江
西比亚迪祝福广大比亚迪车主及家人 2018合
家安康，万事如意，财源滚滚。感谢广大车主朋
友多年来对比亚迪汽车的支持和厚爱，比亚迪
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的引领者被列入 CCTV
国家品牌计划，为民族汽车工业崛起而奋斗。

比亚迪作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
2018年将为江西车市注入强心剂，带来电动未
来的福音，使广大江西朋友也能享受到双补城
市（国补和地补）的政策，圆您绿色出行的梦
想。新能源改变世界，绿色科技引领世界，2018
开启比亚迪造车新时代，我们在一起更完美。

——比亚迪汽车公司南昌区域督导
黄奇微

“为亲人造好车，让世界充满爱”，广汽传
祺祝愿《江西日报》在新的一年里积极进取，更
上一层楼，祝愿《江西日报》读者2018年狗年大
吉、快快乐乐、天天向上！

——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桂海区督导
严耀伟

旺犬迎春至，星耀福满门。值此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华宏奔驰恭祝广大读者新
春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2017年，华宏奔
驰再创历史佳绩，得益于广大车主的信赖与支
持！我们将始终秉承“诚信至上 锤炼百年华
宏”的企业精神，并以“客户满意，客户惊喜”的
服务理念，不断赢得更多客户的肯定与支持。
2018年，华宏奔驰将一如既往为广大车友打造
高品质人车生活，提供“专业、尊贵、愉悦”的服
务体验。继续和大家一起大展宏图，续写辉
煌，一路奔驰！

——华宏汽车集团董事/副总裁
何宏云

祝《江西日报》读者、各位车友：百业兴
旺！狗年行大运！天狗守吉祥！

——南昌东亚汽车总经理 敖毅刚

凯歌辞旧岁，星徽耀新春。值此新春佳节
来临之际，我谨代表华宏奔驰青云谱4S店恭祝

《江西日报》广大读者新春快乐，阖家幸福，心
想事成！在过去的2017年，感谢广大车主朋友
们的信赖与支持！新的一年已经到来，我们将
继续努力，不断地为客户朋友们提供更专业、
更高效、更透明的优质服务。华宏奔驰青云谱
4S店将致力于为广大客户朋友们提供高品质
汽车文化生活，愿大家新年一路奔驰！

——江西华宏名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宜章

鸡鸣已教千户乐，犬吠又报万家春。在狗
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谨代表华东交通大学汽车系
全体师生恭祝社会各界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吉祥
如意，万事大吉。华东交通大学汽车系车辆工程
专业综合排名全省第一，师资力量雄厚，实验设
备齐全，主要从事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
共享化方面的教学与研发工作，欢迎广大汽车爱
好者来我校参观交流。祝愿《江西日报》的读者
们在新的一年里，旺旺吠财，狗年来福。

——华东交通大学汽车系 陈齐平

亲爱的《江西日报》读者，新年好！
在过去的2017年，智能网联汽车成为行业

新星，多家互联网车企崭露头角，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产业兴起，数据化、智能化在用户行为
分析领域的应用，在汽车营销、风险评估、保险
科技等领域的应用全面开花。

评驾科技作为专注于车主用户行为数据
分析及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已全面覆盖保险
经纪、智能网联、汽车新技术、汽车新零售、大
数据运营业务，通过优质的产品与服务，让用
户能够享受数据带来的价值成长，推动生态的
良性循环和产业发展。

展望 2018，让我们一起出发，全面推动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与
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共创江西汽车美好的明
天而努力。

在此，我祝《江西日报》的读者们新年快
乐，阖家欢乐！

——评驾科技董事长 李献坤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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