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2 车展大幕浩然开启，继北京
车展之后，2012 湖南汽车展览会烟火
再燃。 此次五月湖南汽车展览会，莲
花汽车以昂首·跨越为主题， 为消费
者打造“唯我所爱”的理想座驾，这是
莲花汽车继北京车展全系车首次亮
相后率旗下最新上市错位定价之莲
花 L5 1.8L、莲花小王子、DJ 打碟车亮
相湖南车展，为绿色湖南车展增添潮
人气息。

莲花 L5 1.8L 真芯品质 心动价格

莲花 L5 Sportback 1.8L 是由英
国莲花设计并全程开发的一款都市新
锐轿跑。 由世界顶级设计师团队设计
开发，采用欧系车标准，融合了欧洲前
沿设计理念、强劲动力、优异操控、安
全舒适和精湛工艺，在产品定义、项目
管理、技术工程、制造工艺、质量控制
和供应链管理六大方面均由莲花工程
公司把控， 从设计之初就保证了产品
品质， 并获得了英国莲花 engineered
by LOTUS 车尾标认证。 配套设施由
全球一流供应商体系供应。 无论是产
品的开发设计、 生产工艺还是供应商

体系都令同级车难以望其项背。
这样一款由顶级设计师团队研发

设计、秉承莲花高贵血统、跨越同级产
品品质的车型，仅以 8.58 万元的价格
登陆市场，令消费者心动不已。

潮流运动背—外观、性能令人侧目

莲花 L5 Sportback 1.8L 动感时
尚的前脸设计、熏黑鹰眼前大灯、飞翼
状镀铬进气格栅、炫目 LED 行车灯处
处彰显莲花造型 DNA。采用莲花跑车
独有的国际运动风“Sportback”运动背
景设计，彰显欧洲跑车浓郁的时尚、动
感风范。超长越级轴距，提供更宽大车
内空间。 整车线条流畅，刚柔并济，充
满个性魅力。

底盘采用与奔驰、 宝马同一底盘
核心技术， 前麦弗逊式悬挂后多连杆
悬挂，并且都增加了横向稳定杆，保证
车辆在行驶中的平稳性。 配以采埃孚
提供的转向系统， 经由英国莲花工程
精密调校，转向性能更为出色。在此基
础上运用了 F1 赛车级的缜密齿轮齿
条设计， 使得莲花 L5 Sportback 1.8L
转向足以令对手望尘莫及 。 莲花 L5

Sportback 1.8L 还采用了 205/50R16
规格的宽大轮胎，保持在“直角弯道、
障碍物绕行、大弯道”情况下轮胎的抓
地力，过弯更灵活。

超越价值—进军大众市场

谈到莲花 L5 Sportback 1.8L 上
市， 莲花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莲花
L5 1.8L 是此次莲花湖南汽车展览会
的重中之重， 不仅是因为此款车在车
展期间上市， 更是因为这款车型是莲
花汽车市场方向突破的风向标。

他表示， 莲花 L5 Sportback 1.8L
是莲花汽车划时代的产品， 这款车继
承了莲花汽车产品的优秀品质， 而在
价位和整车调校上却是向大众化市场
靠拢， 可以说莲花 L5 Sportback 1.8L
代表着莲花汽车从运动型的市场向大
众 市 场 的 拓 展 。 这 款 搭 载 经 济 型
1.8VVT 发动机的 L5 车型将带来更好
的燃油经济性，并更有效地降低噪音。
但在价格上， 莲花汽车一改其他品牌
1.8L 比 1.6L 价格高 1 万左右的定价
规则， 本款车型将比原来进口运动型
发动机价格低 14000 元， 极具诱惑力
的价格对 A0 级和 A 级车市形成 “双
杀”， 特别是成为 A 级车市场更有力
的竞争者。

而且在上市后，莲花汽车针对全
国用户开展 “上市集结令 2000 元订
金抵 5000 元”的活动，以弥补用户订
购需要等待的补偿 ， 相信安排如此
周 到 的 活 动 一 定 会 获 得 用 户 的 青
睐。

莲花 L5 Sportback 1.8L 以动感
时尚的造型、舒适的驾乘空间、澎湃的
动力、完美的操控、跨级的品质将给都
市追求时尚、热爱潮流、喜欢凸显自我
的年轻精英带来跑车般的驾乘快感，
令他们不羁的灵魂如莲花般绽放。 而
亲民的价格更将使越来越多追求个
性、时尚、潮流的年轻人群加入购车阵
营。 相信莲花 L5 1.8L 的上市必将在
都市掀起一股汽车消费新潮流。

莲花小王子 再显优雅英伦范

此次车展的一大看点， 正是大家

期待已久的莲花小王子， 曾经以天使
般的微笑秒杀无数菲林的小王子将再
现星城，为莲花汽车站台，同时其独有
的优雅英伦气质， 与莲花 L5 1.8L 时
尚动感强劲的跑车风范，激情碰撞，完
美演绎莲花汽车多元化的品牌魅力。
当然此次莲花小王子并不是一个人，
新晋人气小公主也将神秘现身， 并在
现场带来精彩舞蹈， 为展会增添更多
动感、可爱的元素。

DJ 打碟车、进口跑车 炫酷星城

如何才能够创造一部速度飞快的
机器？ 其实每家车厂都有自己的一套
理论， 不过在这部 Elise SC 进口跑车
身上， 我们看到了莲花用另一种效率
极高又简单的方法来诠释马力重量
比，用简单的制作方法，便能够创造出
高效率、均衡的整体表现与操控乐趣。
Elise SC 是一部全长只有 3.8 米的精
品小型跑车， 千万别因为它看起来小
而认为这只是一部以视觉为卖点的小
跑车，强劲的操控性能让你欲罢不能，
仅 1117mm 的车高让人有如坐在地上
开车， 没有任何动力辅助的方向盘将
路面所有的回馈直接传至双手， 而身
体也会通过座椅感受转向、 离心力与
加减速过程所回馈的一切动作。 车内
看不到豪华的真皮内饰、 所谓的高级
配备， 但实际上在看不到的外壳下面
却配置了一组以特殊技术打造的铝合
金组合车架， 用最少的重量负载以及
超乎想象的高刚性车身， 让悬架运动
性能大幅提升的同时， 更让引擎动力
发挥出加倍的效果。

同时， 时尚炫酷的 L5 打碟车也
将震撼登场， 为现场观众演绎独属于
莲花 L5 的潮流魅力， 必将 high 翻全
场，成为此次展会最大亮点。

———莲花 L5 1.8L “芯”动上市

昂首跨越 唯我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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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 2012 年的湖南汽车展览会上 ，
作为中国汽车主流合资企业， 东风
日产携 NISSAN、启辰双品牌全系车
型强势出击， 为广大湖南消费者献
上了一份独具“人·车·生活”魅力的
饕餮盛宴。

在当日的发布会上， 东风日产
不仅亮相了刚刚全球首发的史上最
强中级车———新一代轩逸， 同时还
宣布旗下全新品牌启辰的首款量产
车———启辰 D50 正式在湖南上市 ，
四款车型售价为 6.78 万~8.38 万元。

史上最强中级车亮相
新一代轩逸“家轿五越”超越期待

在东风日产展台 ， 除天籁 、骐
达、骊威、阳光、轩逸、逍客、奇骏、新
骐达 GTS 等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热
门车型外， 新一代轩逸的惊艳亮相
吸引了广大消费者的驻足围观。

新一代轩逸以一大设计亮点和
七大技术优势， 通过尊尚越级的设
计、宽适越级的车内空间、安全越级
的全方位保护、 舒畅越级的驾控感
受和节能越级的动力系统， 全面展
现了超越消费者期待的“家轿五越”
产品价值， 展现出史上最强中级车
的产品魅力。

目前， 新一代轩逸已经在全国
正式启动预售 ，1.8L 车型预售价格
区间为 15 万~17 万元。 新一代轩逸
的目标人群是精英中产阶层。 作为
金领一族的代表， 他们对家庭用车
及生活理念拥有全新认知和解读 。
他们希望为全家带来超越期待的高
品质生活， 并享受由此带来的优越
感。 新一代轩逸超越同级的史上最
强产品力和 “倾情为家” 的情感诉
求， 充分满足了这一目标消费群对
中级家轿的全方位需求。

售价 6.78 万元起
启辰 D50 开启愉悦“宽生活”

除了新一代轩逸的惊艳亮相
外，本次湖南汽车展览会上，东风日
产还宣布启辰 D50 在湖南省所有启
辰专营店正式上市， 四款车型的售
价分别为：舒适版 MT 6.78 万元、尊
贵版 MT 7.48 万元 、 舒适版 AT
7.68 万元、尊贵版 AT 8.38 万元。

自 3 月 20 日下线并启动预售
以来， 启辰 D50 在全国各地受到消
费者追捧。 究其原因，在于启辰 D50
拥有同级车中首屈一指的产品实力
和品质水平， 而 7 万-9 万元的预售
价格也被消费者认为超值 。 如今 ，

6.78 万元～8.38 万元的正
式售价， 进一步超越消费
者预期， 成就了启辰 D50
无与伦比的 “质价比”优
势， 使其成为同价格区间
消费者购车的最佳选择。

在服务品质方面 ，在
东风日产的资源整合之
下， 启辰品牌的售后服务
一开始就达到了业内领先
水平。至上市之日，启辰旗
下已有近百家专营店开
业，覆盖全国各大市场，这
些 专 营 店 都 是 在 原 有
NISSAN 品牌优势经销商中优选而
生，能够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服务。
同时，得益于“专属销售·共网服务”
的创新渠道模式，东风日产旗下 700
多家 NISSAN 品牌网点在接受认证
后也可以为启辰车型提供售后服
务，使得启辰为消费者打造“20 公里
服务圈”的理想变成现实。 在服务标
准和服务流程上 ， 启辰也全面向
NISSAN 品牌看齐。

深耕区域市场
东风日产志在“湖南崛起”

在发布会上， 东风日产南区营
销部部长洪浩告诉记者： 东风日产
非常重视湖南汽车市场的消费需
求。 随着国民经济的宏观增长、城乡
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 以及
交通基础建设的不断完善， 湖南省
汽车市场的增长潜力将会越来越
大。

“这就要求我们抱着 ‘精耕细
作’的务实态度 ，深耕湖南市场 ，深
入洞察消费者的需求， 制定适销对
路的营销手段， 在产品和服务上超
越湖南消费者们的期待。 ” 洪浩说
到。

据介绍， 为了更好地根据地区
环境深耕市场，2012 年东风日产分
别成立了东、南 、西 、北四大地区营
销部， 以更贴近地区市场需求并作
出快速应对。 湖南市场隶属于东风
日产南区营销部的华中二区， 由于
市场潜力巨大而被寄予厚望。

对此 ，在 2012 年里 ，东风日产
南区营销部制定了 “湖南崛起 ”战
略，通过创新的营销手法 ，在天籁 、
SUV、 家轿品类车型上实现重点突
破， 冲击全省市占率 10%的挑战目
标。 而全新登场的启辰品牌，也将深
入湖南广大的二、三线城市，成为贡
献销量的生力军 。
（王天笑）

� � � � 5 月 3 日开幕的湖南车展上，
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携旗下荣威、
MG 双品牌全系车型悉数登场，其
中“首席行政座驾”荣威 950 及“跨
级英式轿跑”MG5 均首度亮相长
沙， 强大的明星车型阵容联袂出
击，为到场观众演绎了一场场精彩
绝伦的传奇大戏。

车展首日，荣威展台前人头攒
动，观展者络绎不绝，吸引湖南车
迷的正是期盼已久的上汽集团第
二代产品的全新旗舰———“首席行
政座驾”荣威 950。 作为上海汽车
历尽六年磨砺，集研发制造服务之
大成，精心打造出的自主品牌第一
款“阅尽科技，唯见信仰”的高端旗
舰车型，荣威 950 以集成四大全球
领先技术的创新实力和荟萃五大
行政级座驾豪华配置的价值体验，
给予首席人士一部完美的首席行
政座驾。 依托于 Global E 全球领
先战略平台， 并搭载 TGI 智能缸
内直喷发动机等全球领先技术，荣
威 950 可谓“集世界之大成”。荣威
950 恢弘大气的整体造型 ， 以及
2837mm 的越级轴距所赋予的近 5
米的超长整体车身，给现场车迷们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消费者不仅亲
身感受了优雅宽适的首席行政座
舱，更体验到了荣威 950 完美演绎
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尊贵美学。

本届车展上，MG 展台无疑是

最受年轻消费者关注的领域。作为
湖南车展首次亮相的车型，“跨级
英式轿跑”MG5 让现场观众零距
离领略了一回 UK Design 纯英轿
跑设计的先锋魅力，以及 MG5 用
运动激情所传递的“敢突破、有实
力”的造车品质与全能价值。“跨级
英式轿跑”MG5 是上汽自主品牌
整合全球资源， 基于 Global A 平
台后诞生的第一部中级两厢车。作
为一款倾注了全球中英设计团队
以世界级眼光精诚打造的首款英
式轿跑杰作 ，MG5 在延续了 MG
品牌独特的英式造车理念和运动
基因的同时，首次突破性地注入了
轿跑灵魂设计理念， 深入强化了
MG“个性 、气质 、创造力 ”的品牌
精髓，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用车感
受。

“尊荣体验·宅捷修”服务品牌
自推出以来，短短 6 个月内已覆盖
了全国 25 个省市共计 87 座城市，
惠及车主超过 1500 多位， 获得好
评如潮。为了回馈广大车主们长期
以来的支持 ，3 月初 “宅捷修 ”全
“芯”升级，在新增了 20 项发动机
及空调系统服务内容的同时，更是
拓展 “网店到家”， 让江浙地区荣
威、MG 车主们能抢先享受到 “有
求必应、坐享其成”的贵宾级汽车
售后服务体验。

（王天笑）

上 汽 携 荣 威 、MG
魅力绽放耀湖南车展

新一代轩逸火爆亮相 启辰 D50 荣耀上市

东风日产双品牌强势出击湖南车展

莲花小王子人气火爆。

东风日产集团领导、湖南经销商与新轩逸合影。

荣威 950 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