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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孙臣

本届由东风悦达起亚再度
冠名赞助的2018年斯坦科维奇
杯洲际篮球赛（简称斯坦科维奇
杯）将于8月14日至17日在深
圳点燃战火。中国将与克罗地
亚、突尼斯和芬兰三支球队展开
激烈较量，争夺大赛冠军宝座，
并为2019年男篮世界杯预选赛
积累对战经验。

斯坦科维奇杯是国际篮联
在中国大陆地区常设主办的最
高级别洲际篮球赛事，也是国际
篮联在全球推广篮球文化最为
重要的平台之一，迄今已走过14
个年头。国际篮联终身名誉主
席程万琦表示：“作为中国男篮
参加的重要赛事，斯坦科维奇杯
竭尽所能坚持邀请高水平的球

队，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热身机
会。14年来，中国男篮经历过辉
煌和低潮，不变的是斯杯始终和
他们相伴，14年来，斯杯先后邀
请20多支国家球队参赛，走遍全
国12个城市，让成千上万的球
迷领略赛事的精彩和魅力。”

作为在国际上拥有广泛影
响力的顶级篮球赛事，斯坦科
维奇杯一直备受各大品牌赞助
商青睐。东风悦达起亚凭借在
中国汽车市场的出色口碑及形
象，自 2010 年起已赞助六届。
今年再次成为斯坦科维奇杯的
冠名赞助商，不仅充分证明了
国际篮协及中国男篮对东风悦
达起亚品牌力的认可，也传递
出品牌对篮球运动的无限热
情，以及支持中国篮球运动发
展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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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从长安汽车披露的年
中业绩预告显示，公司1-6月
预计实现净利润 15 亿-17 亿
元 ，与 上 年 同 期 相 比 下 降
67.54%-63.21%。

至于业绩下滑原因，长安汽
车相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主要系合营企业投资收益出
现大幅下滑所致。一直作为业绩
支撑的长安福特业绩下滑成为长
安汽车业绩整体下滑的关键。

产品线老化
从长安汽车近期发布的产

销快报显示，2018上半年，长安
福特累计销售22.77万辆，与上
年同期的 37.3 万辆相比下滑
38.95%；长安马自达销售9.02万
辆，同比下降0.9%；长安铃木和
长安标志雪铁龙的销量分别为
2.4万辆和2022辆，同比降幅分
别为71.2%和65.4%。

往年作为销量大头的长安
福特的业绩下滑直接导致整个
长安汽车的净利润下降，长安汽
车内部人士也表示：“主要还是
产品周期问题。长安福特车型
更新缓慢，导致产品线老化进而
引发竞争力下降。”

长安福特则表示：“下半年
还是值得期待，目前双方股东已
就其后续规划积极协商并推动
尽快落地，年内将会按计划推出
福克斯换代和福睿斯改款等升
级产品。”

频繁降价是缘由
事实上，长安汽车业绩增速

放缓迹象早在 2015 年已经出
现。数据显示，2014-2017年，
长 安 汽 车 分 别 实 现 净 利 润
75.61亿元、99.53 亿元、102.85
亿元和71.37亿元，同比增长率
分别为124.46%、31.63%、3.34%
和-30.61%。

2018年一季度，长安汽车
实现净利润13.92亿元，同比下
滑幅度扩大至42.04%。在一季
报中，长安汽车将业绩下滑原因
归咎于“长安福特投资收益下
降”。这从侧面反映出长安汽车
过于依赖单一合资品牌。

为挽救去年销售不利局面，
长安福特今年年初对旗下不少
产品进行降价，涉及型号有福特
锐界、2018款翼虎等车型，降价
幅度1.5-3万元不等。但从上
半年总体销量来看，这一降价举
措似乎并未奏效，相关经销商对
此表示苦不堪言。

自主品牌多款车型遭投诉
长安汽车在业内自主品牌

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但其投诉
量却居高不下。来自第三方汽
车品质评价平台“车质网”的数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福特汽车
(包括长安福特和福特进口)被
投诉 954 次，与去年同期 1206
次相比小幅下降。

相较长安福特，长安汽车自
主品牌的表现更糟糕。统计显
示，上半年长安乘用车投诉量接
近4000条，成为投诉量最多的
十大品牌之一，被投诉车型主要
包括CS75、逸动、睿骋等，投诉
原因主要为发动机机油增多、油
耗高、排气故障等。

另外，国家质检总局网站也
于今年3月发布消息，长安汽车
承认部分车辆的发动机电子控
制单元(ECU)软件存在缺陷，于3
月 2 日起召回 25.21 万辆 CS75
汽车。

C-HR在外观造型上实现了
对概念车C-HR Concept的“神
还原”。秉承“sensual-speed-
cross”的原创性理念，塑造性感
而有速度感的炫酷外观，车身设
计以“Sexy Diamond”魅力钻石
为主题。前脸采用低前鼻造型
凸显立体感和雕塑感，前大灯将
羽翼形状和倒梯形圆柱体相融
合，LED渐进式前转向信号灯采
用丰田首创设计，呈直线大幅延
伸开来，接收到转向信号时，其
12颗LED由内向外依次一一点
亮。钻石形状格栅设计，配合两
边的“利牙”式进气口设计，充满

了力量感。
个性而又选择丰富的车身

颜色是C-HR的一大亮点，采用
“性感”+“速度”+“撞色”的色彩
设计理念，用流光溢彩的性感造
型，凸显出车辆造型和气魄的金
属感。再配以两种色调强烈对
比所带来的撞色潮流范，为追求
个性的顾客量身打造专属的潮
流配色。C-HR全系拥有11种
车身颜色，包括5个基本颜色，
及6种双色车身颜色。其中，碧
玉蓝和柠檬黄为广汽丰田C-HR
专属车身色。

C-HR 的 内 饰 秉 承“Sen-

sual-Tech(感性-科技)”的设计
理念，通过高功能性和艺术感
展现新风格特色，调性一致的
线条和细节贯穿整个内饰造型。
C-HR的车身尺寸为：长4405mm×
高 1565mm ×宽 1795mm，轴距
2640mm，大小恰到好处，行李厢底
板侧饰板内均设有带盖的储物
箱，可容纳一个9.5英寸的高尔
夫球袋，整车储物空间非常充
足。后备箱容量为 316 升，满
足日常所需绰绰有余，若放倒
具有可折叠功能的后排座椅，
则可形成合共1112升的超大
容量。

广汽丰田C-HR：好靓好动力

长安汽车上半年净利
与上年同期相比预降六成

七度赞助斯坦科维奇杯
东风悦达起亚支持篮球运动

上个月，广汽丰田宣布TNGA家族首款SUV车型C-HR上市，这款跑车
设计感的SUV小钢炮一上市就得到众多丰田粉丝的追捧，“好靓好动力”是
众多观众对C-HR的第一感官，那么其实它还有更多。 青年报 程元辉

C-HR搭载基于TNGA架构开
发的全新发动机2.0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发动机最
大输出 126kW/6600rpm、最大扭
矩 203Nm/4400- 4800rpm，百公
里综合工况油耗仅为5.7升，并
实现了世界顶级的 40%热效
率。同时搭配丰田最新研发的
带齿轮传动机构的全新 Di-
rect Shift-CVT变速箱，可模拟
10速换挡模式。具有小型化、
轻量化特点，采用了多项世界
前沿技术，燃油经济性、动力性
能、操控性与静谧性得到极大
提升，无论低速高速，都能让驾
驶者时刻感受“迅捷且平顺”、

“快速换挡”的驾驶乐趣。
C-HR 配备了 TNGA 高刚性

车身，车架主要部位采用1500
兆帕的超高强度热冲压钢材，
590兆帕以上超高强度钢材占
比高达43%。焊接技术方面采
用了高速机械人及高速焊枪、超
高强度结构胶等先进焊接工艺，
车身焊点超过5000个。

全车系标配10个SRS空气
囊，优于一般标配6个空气囊的
同级竞品，具备更为全面的立体

保护层，而且四车窗全部搭载
夹·卷双防式摇窗电机，此项配
置目前超越同级，达到中高级车
水准。C-HR核心车型（除精英
版之外）均标配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系统(丰田规避
碰撞辅助套装)，包括 PCS 预碰
撞安全系统、LDA车道偏离警示
系统、AHB自动调节远光灯系统
和 DRCC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

统，全面提升行车安全性。以
领先、全面的安全科技，帮助驾
驶者在行驶中预知风险、规避
风险。

全系标配的VSC车身稳定
控制系统则可在弯道中保障安
稳驾驶，而C-HR特有的ACA主
动弯道辅助系统，则可以调整两
侧前轮的的驱动力，实现车辆快
速敏捷过弯的效果。

外观：立体钻石雕刻 潮流配色

实力调校：动力强劲 安全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