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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专刊

■CTCC上海嘉定站落幕

青年报 孙臣

8 月 7 日，2017CTCC 中国
房车锦标赛（以下简称CTCC）第
五站比赛于上海嘉定国际赛车
场激烈开战。在本场比赛中，马
自达再次携手北京锐思车队，以
两台Mazda3 Axela昂克赛拉和
一台 Mazda6 Atenza 阿特兹亮
相，参加中国杯组和超级杯组的
精彩角逐。被骄阳眷顾已久的
申城热情似火，持续不下的高温
也让本场比赛充满更多挑战。

比赛中，来自锐思车队的车
手们虽连续遭遇碰撞，但仍沉着
应对，顺利完赛。最终，由邓晓
文驾驶的Mazda3 Axela昂克赛
拉赛车获得中国杯组别第14名
的成绩，同组别的队友董亮获得
第16名。而在超级杯组别的赛
场，由锐思车队选手陈超驾驶的
Mazda6 Atenza 阿特兹赛车则
以第15名的成绩顺利完赛。

本次上海嘉定站的比赛吸
引了众多上海本地马自达粉丝
的热情参与。在比赛正式开始
前，所有马自达粉丝声援团的朋

友们还特别参与了马自达“人马
一体学院”活动，通过讲解，每一
位马自达粉丝都深刻感受到了
马自达车型与生俱来的赛道基
因以及对“人马一体”造车哲学
的执着追求。

除了参与CCTC上海站的比
赛外，马自达还于8月7日在滴
水湖及东海大桥区域举办了“G
力觉醒”城市试驾体验活动。相
比具有强烈竞技感及激情的赛
道试驾，城市试驾则更贴近生
活。马自达此番选择这一更具
生活感的试驾形式，旨在让所有

参与本次活动的媒体，深度感知
“GVC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G-
Vectoring Control）”在日常生
活中带来的精妙弯道感受。

“GVC 加速度矢量控制系
统”基于“利用发动机来提升底
盘性能”的崭新思路和“以人为
本”的研发理念开发而成。通过
最佳化轮胎接地载荷状态，车辆
可以更好地按照驾驶者的意愿
行动，有效减少多余的包括无意
识的方向盘调整操作动作，将为
所有驾乘者带来车随意动的极
致驾乘愉悦。

青年报 程元辉

8月6日，2017年中国房
车锦标赛（以下简称CTCC）经
过了一个月的休整期后，再次
登场。各个车队纷纷摩拳擦
掌在上海国际赛车场迎来了
第五站的比赛，长安福特车队
表现出色，以微弱劣势屈居厂
商杯积分榜第2名。

长安福特车队今年半程
成绩表现亮眼，不仅高居车队
积分榜榜首，曹宏炜还占据了
车手积分榜首位。根据比赛
规则在第四站佘山站结束之
后，长安福特赛车已加重至
1280 公斤，比对手足足重了
20 公斤，同时也是整个比赛
中最重的车队。而上海国际
赛车场赛道是CTCC中挑战最
大的赛道之一，其中两条大
直道赛道的直线竞速对赛车
的动力考验更为严苛。高速
和加重，两个对动力考验最
为严峻的困难，一起摆在了
车队面前。但是车队和车手
对全新福特福克斯两厢赛车
充满了信心。赛车搭载全新
升级的 2.0 升 EcoBoost 发动
机不仅充分显示了长安福特
的先进技术，更在专业的调
校下，拥有了赛车级动力、在
车速提升等方面起到了关键

核心作用。
长安福特十二年来持续

参加中国房车锦标赛，不仅十
一年九冠的成绩无人能及，更
是在赛车推广、赛事营销方面
不遗余力。同时，长安福特也
持续在赛车技术支持、年轻车
手培养等方面进行了大力投
入，是中国赛车运动名列前茅
的厂商品牌。通过赛车运动
独有的速度、激情与活力生动
诠释了长安福特进无止境的
品牌理念，增强了广大车主的
品牌自豪感和荣誉感。赛车
运动一直伴随着福克斯品牌
的发展，作为参赛车辆同时也
是长安福特畅销车型的福特
福克斯，凭借其卓越操控、可
靠安全和领先智能历款车型
一直深受消费者的喜爱。并
书写一个又一个传奇。入华
十年，福克斯在华拥有超过
200万消费者拥趸。

青年报 程元辉

8月6日，2017年CTCC中
国房车锦标赛结束了第五站
上海嘉定站的比赛。经过紧
张激烈的鏖战，一汽丰田威驰
FS车队在群雄逐鹿的CTCC赛
场上赢得了“双料冠军”——
车手夏禹获得比赛第二回合
冠军，车队获得分站赛中国杯
冠军，为现场的观众带来了一
场精彩绝伦的比赛。五个分
站赛之后，一汽丰田威驰 FS
车队以 252.5 分位列 CTCC 中
国杯厂商积分榜第二位，并缩
小了与第一名的距离，在本赛
季后三站的比赛中将有望争
夺年度总冠军。

作为一汽丰田基于“年
轻化战略”和“小型车战略”
而推出的首款两厢车，威驰
FS 力求满足正在崛起的 90
后首购群体对“个性、运动、
时尚”车型的需求。威驰 FS
不仅传承了丰田一贯的匠
心品质，更是在外观、性能、
安全配置等方面具备特色
和优势。

威驰 FS 采用 Keen Look
新锐锋利的设计风格，彰显了
个性、运动的气质，堪称同级
别中的颜值担当。动力方面，

1.3L和1.5L两款发动机均配
备双 VVT-i 可变气门正时技
术，匹配5MT或 8速 S-CVT超
智能无极变速箱，不仅动力充
沛、富有驾驶乐趣，也实现了
更高的燃油经济性。安全配
置上，威驰FS全系标配VSC车
身稳定性控制系统、TRC牵引
力控制系统、BA 刹车辅助功
能、GOA车身技术等主被动安
全防御，为驾乘者带来周到的
安全保障。

速度唤起激情，拼搏照亮
赛道。作为CTCC赛场和汽车
市场上的新生实力派，威驰FS
不仅靠比赛展现了卓越的运
动性能，也用销量证明了一汽
丰田对消费需求的精准把
握。两个月后，CTCC将在10
月1日移师湖北武汉，让我们
共同期待一汽丰田威驰FS车
队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有更加
精彩的表现。

青年报 程元辉

8月5日，位于上海嘉定区
的一汽丰田全车系体验营人声
鼎沸、热闹非凡。“让幸福盛放
——COROLLA DAY 暨卡罗拉俱
乐部3周年盛典”在这里隆重举
行。这是一场欢乐的 3 周岁
Party，更是属于所有卡罗拉用
户的节日。在活动现场，一汽丰
田呈现了卡罗拉家族：外观内饰
焕然一新的全新卡罗拉涡轮增
压车型，定位于“高一级别”的卡
罗拉双擎，以及延续经典的卡罗
拉1.6L车型，并为到场的车主
家庭安排了试驾体验、亲子乐园
等丰富的活动项目。各具风范
的家族车型成为车主们“以车会
友”的纽带。

秉承着“为全世界每一个人
带来幸福与快乐”的研发理念，卡
罗拉多年来一直伴随着广大车主
追求美满生活的步伐。今年9
月，一汽丰田将推出卡罗拉品牌
年度微电影，展现卡罗拉家族对
幸福的诠释。而在活动当晚的盛
典现场，一汽丰田首先公布了这
部微电影的预告片。为微电影创

作并演唱歌曲的著名歌手老狼也
在预告片中露脸，激起了在场所
有人的情怀。老狼阐述了卡罗拉
带给他的灵感，并希望这首歌曲
和这部微电影能够鼓励年轻的家
庭去追逐心中的向往。

为了庆祝卡罗拉俱乐部成
立3周年，一汽丰田特别在7月
初启动了“为幸福代言”线上幸
福家庭评选活动。在众多卡罗
拉车主中，经过海选脱颖而出的
冠军家庭，也来到了盛典现场，
与广大车主们分享了生活中有
卡罗拉相伴的幸福时刻。从生
活中点点滴滴的便利、遮风挡
雨，到全家出游的快乐，卡罗拉
为冠军车主一家带来了许多平
凡而美好的感动。

而《我们相爱吧》节目嘉宾
吴昕的到来，更成为此次盛典活
动的一大惊喜。今年4月上市的
全新卡罗拉，凭借高颜值的外观
设计、宽敞舒适的空间、畅快的驾
驶体验和丰富的安全配置，成为
《我们相爱吧》官方指定的“幸福
专驾”，将卡罗拉家族的浪漫气质
展现得淋漓尽致。吴昕也在现场
讲述了她对全新卡罗拉的体验，

以及对爱情和幸福的感悟。另
外，一汽丰田500多家经销店也
在同一天欢庆COROLLA DAY，让
更多无法亲临现场的卡罗拉用户
同享这个全国车主的节日。

当下，“粉丝文化”已成为企
业和产品品牌号召力的重要体
现。在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的今天，一汽丰田敏锐地意识到
了“粉丝文化”的意义，在提供高
品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更着力
满足消费者的情感诉求。作为
畅销全球的经典车型品牌，超过
4500万的销量奠定了卡罗拉的
卓越地位。而在中国，卡罗拉也
获得了 290 万国内车主的信
赖。这些车主正是卡罗拉强大
的粉丝基础。

更好地回馈广大卡拉罗用
户的厚爱与信任，让车主们享受
到更精彩的汽车生活，一直是一
汽丰田思考的重点。为此，一汽
丰田于2014年正式成立了卡罗
拉俱乐部，并每年举办COROL-
LA DAY，让广大车主感受到了
卡罗拉品牌带来的归属感。截
至目前，卡罗拉俱乐部的会员人
数已经达到55万人。

CTCC第五站：马自达“G力”驰骋魔都

长安福特位列厂商杯第二名

威驰FS豪夺“双料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