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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4 日， 在上海梅赛德斯演艺
中心，“全新中国力量，全新荣威 550”
羽泉上海演唱会气氛破表， 成为集聚
和展现 80 后全新中国力量的一场里
程碑式的盛会。 在场内上万名乐迷和
车迷的注视中， 在场外千万微信用户
的互动关注下，在激励了 80 后一代青
年人的“羽泉”组合的激昂歌声中，上
汽第二代战略产品全新荣威 550，携
第二代数字轿车科技 D5II 焕然上市，
中国的中级轿车市场至此诞生了一位
新的主角！

上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
裁、 乘用车公司总经理陈志鑫评价：
“全新荣威 550 是上汽集团针对 80 后
消费者全新打造的一款战略车型，具
备世界级产品品质与科技含量， 重新
定义了中级车市场的新标准。 ”

此次上市的全新荣威 550 共有 7
款车型， 分别搭载 1.8DVVT 和 1.8T
两款高性能发动机，配有 TST 6 速油
冷双离合及 5 速 MT 两款变速器，价
格从 118,800 元到 182,800 元。

以技术攻略市场，越级配置
领航数字化时代

作为上汽第二代产品的战略车

型，“第二代全时数字轿车” 全新荣威
550 有着傲视同级车型的产品力绝对
优势，使中国品牌真正昂首挺胸，实现
“以技术攻略市场”。

全新荣威 550 是上汽首款基于
DIS 全数字革新开发系统打造的车
型，从研发到生产制造，都实现了“全
数字化”，研发标准与制造标准都有了
极大的提升。 其所搭载的“D5Ⅱ”数字
智能化系统， 更是以前瞻的技术突破
引领中级车发展趋势， 将中国汽车的
科技水平与技术含量提至一个全新的
高度，实现了产品力优势的全面升级。

全 新 荣 威 550 配 备 1.8T 和
1.8DVVT 两款全铝高性能发动机，动
力澎湃， 且更适合中国路况；TST 6
速油冷双离合变速系统更是全新荣威
550 的最大亮点， 合资产品仅在高端
车型上才使用的湿式双离合模式，耐
热性、稳定性和可靠性更高，并可承受
360N.m 的超高扭矩输出， 传动效率
超过 90%，从而在操控性、舒适性和燃
油经济性等各方面都大幅度领先。

全新荣威 550， 还配备有众多在
豪华车型上出现的高端数字化配置，
包括“Start/Stop 数字智能启停节能系
统 ”、“EPB 一键式电子驻车系统 ”和

“Configurable 色彩定义
数字仪表系统” 都成为
全新荣威 550 的标准配
置 ， 特别是 “Start/Stop
数字智能启停节能系
统”，使消费者在享受前
沿科技的同时， 有效降
低了油耗和碳排放量 ，
充分体现节能环保的社
会责任感。

数据显示， 全新荣
威 550 的综合油耗比上一代产品下降
15%以上 ，1.8L 排量的油耗几乎与市
场上主流 1.5L 排量的车型相当，真正
实现了行驶性能与燃油经济性的完美
统一。

为 80 后而生 ， 全新荣威
550 定义中级车新标杆

作为 “第二代全时数字轿车”，在
全新荣威 550 以高科技含量和技术水
平锻造而成的超强产品力之外， 更有
着一股年轻且朝气向上的时代气质，
是为 80 后消费群体量身定做的高品
质中级轿车。

从 2008 年第一代荣威 550 上市
到如今的全新荣威 550 登场， 短短 5

年间， 在荣威 550 不断发展实现突破
的同时，80 后一代也已经日渐成长 ，
并已然走到了社会舞台的中央， 成为
了中级车市场的主流消费者。

出生于改革开放后中国日益崛起
的年代， 成长于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
的时代，80 后凭借着努力勤奋、 自强
不息的精神， 已经在社会各个领域崭
露头角， 并展露了不可小觑的成就和
影响力。 可以说，80 后正在用他们的
实力和担当向全世界展示不断崛起的
“中国力量”！ 作为中国社会当之无愧
的中流砥柱 ，80 后影响着中国的现
在，更将决定中国的未来，他们对于中
级轿车的全新需求， 也将必然改写中
级轿车标准。

4 月 20 日上海车展 ， 全能型
SUV 猎豹飞腾 C5 首度亮相。 同时，
猎豹汽车发布全新产品命名体系 ：
SUV 品类分为城市型 SUV“飞腾”和
越野型 SUV“黑金刚”两大系列，皮
卡产品将整合为猎豹 T 系列。 专业
人士认为， 猎豹汽车全新产品命名
体系， 不仅清晰传递了猎豹汽车未
来的产品规划路线， 更表达了猎豹
汽车雄心勃勃的发展方向。

新产品命名体系背后，一个全新
的产品矩阵渐渐浮出水面。按照猎豹
汽车的规划，SUV 和皮卡两大产品
品类，将成为助力猎豹汽车实现品牌
飞跃的“双引擎”。长丰集团董事长李
建新表示，“基于新的利好政策和市
场机遇， 猎豹汽车以消费需求为导
向 ，全面发力 ‘SUV+皮卡 ’两大领
域。我们不仅希望通过完善的产品矩
阵，提升整体销量，更希望引领 SUV
和皮卡的消费新潮流，从而提升猎豹
品牌的整体竞争力。这也是猎豹汽车
全新启程的关键一步。 ”

越野之上创全能 ，猎
豹领衔 SUV 消费风潮

七十多年前，Jeep 通过 Willys-
Overland 开创了四轮驱动细分市
场， 并随后开辟了紧凑型运动型多
用途车(SUV)的蓬勃发展之路，从此
宣告一种独特的、 释放越野激情的
汽车文化的到来。

在中国， 最能体现四驱越野精
神的，无疑是猎豹。 如同 Jeep 源自硝
烟战火，猎豹汽车自诞生起，就与军
队有着密切联系。 从 50 周年国庆，
作为共和国第三代礼炮牵引车 ，首
次亮相天安门， 唱响凯歌， 到 1999

年澳门回归第一车； 从香港回归十
五周年阅兵仪式检阅车，到 2013 年
南海舰队阅兵仪式总书记乘用检阅
车……每一个历史时刻， 每一个民
族时刻， 都有猎豹汽车的身影。 而
1998 年攀越青藏高原， 创造轮式汽
车登上海拔 6000 米的世界纪录，以
及荣摘全国越野赛八连冠的至尊称
号等， 更让越野的激情深深融入猎
豹汽车的文化基因。

金戈铁马，大浪淘沙，最终留下
来的是猎豹汽车千锤百炼、历尽考验
的“SUV 制造专家”这块金字招牌。
猎豹汽车品牌不仅在军用领域，而且
在各种恶劣路况运输、自然灾害救援
等行业采购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各种
全国性的专业越野赛事中展现卓越
性能， 成为中国专业 SUV 潮流的开
创者、引领者和见证者。

经典永不褪色。 在专业、越野潮
流之上，猎豹汽车再刮“全能”风。 除
经典越野系列外， 猎豹汽车还在近
30 年的军工传统和专业 SUV 制造
经验之上，领先消费需求变化，打造
全新的 SUV 系列———既具备专业
的越野性能，又兼具高舒适性，让驾
驭更澎湃激越，更随心所欲。 无论行
驶在城市道路，还是各种复杂乡间、
野外路况，都能纵情天地间。

事实上， 随着汽车消费不断升
级， 个性化和追求车辆功能性的车
型正成为新的消费热点。 拥有集城
市功能与越野性能于一身的 SUV
车型，不仅深受高端消费者喜爱，也
是 80、90 后新生代消费的首选。 而
这已不是目前市面上轿车底盘出
身，“只重硬派外观，不重越野性能”
的主流城市 SUV 所能达到的。

据 乘 联 会 数 据 显 示 ，2012 年
SUV 市场接近 23%同比增长， 市场

潜力巨大。 今年 1 月份，SUV 同比增
长 82%， 其中 SUV 分类数据出现剧
烈波动，这也意味着在城市 SUV 之
外， 还有更细分的市场等待开发 。
“具备越野基因的全能型 SUV 正逐
渐成为市场的新宠。 ”一位长期从事
SUV 销售的人员表示。

全新猎豹汽车“飞腾”系列的出
现，高度迎合这一新消费趋势，催生
了“全能 SUV”风潮。 以最新亮相的
猎豹飞腾 C5 为例，它不仅采用专业
SUV 底盘，还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
动力澎湃强劲， 拥有一般城市 SUV
罕见的高通过性，各种复杂路况，都
能轻松应对； 还具备七寸触摸液晶
屏音频系统等多项人性化配置 ，更
充满时尚科技感 ， 堪称 SUV 中的
“全能王”。

以全能型 SUV 猎豹飞腾 C5 为
起点，猎豹汽车的 SUV 产品思路越
发清晰———在保持传统越野基因和
技术基础上， 延展生产兼具高通过
性和高舒适性的全能型 SUV， 构建
专业 、全能的 SUV 产品序列 ，全面
引领 SUV 消费新潮流。

长丰集团总经理刘康林表示 ，
猎豹汽车是中国专业 SUV 的拓展
者、领衔者，未来 ，我们将继续立足
“专业级的 SUV 和皮卡制造商”，以
消费需求为导向，对 SUV 市场进行
精准细分，打造“飞腾”和“黑金刚 ”
两大系列 ， 全面提升猎豹汽车在
SUV 市场的话语权。

顺应城镇化发展 ，猎
豹争当中国皮卡文化 “创
领者”

除了专注于 SUV 品类之外，猎

豹汽车还瞄准新兴的皮卡市场 ，打
造又一强力引擎———猎豹 T 系列 ，
以“中国皮卡文化创领者 ”的形象 ，
驱动品牌再升级。 皮卡文化最早源
于美国，代表着自由、活力和开拓精
神，它不仅是生产工具 ，还是生活 、
休闲的交通工具。 然而在中国市场，
皮卡却长期被视为边缘车型。 而这
一态势， 正被以猎豹汽车为代表的
汽车厂商所打破。

“皮卡结实耐用 ，与微客相比 ，
底盘更扎实， 载货更多， 高速更平
稳；与轻卡相比，舒适性更强 ，实用
性更高，速度也更快。 未来，皮卡市
场的潜力将进一步释放， 我们希望
以猎豹皮卡 T 系列， 率先切入这一
市场。 ” 长丰集团总经理刘康林表
示。

据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副秘书长杨再舜预计， 皮卡每年将
会有超过 10%的增幅， 而到 2015 年
前， 皮卡极有可能达到 20%以上的
增幅。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更首次提
出发展 “家庭农场 ”，鼓励和支持承
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流转， 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
规模经营。 “随着‘家庭农场’的发展
和城镇化的推进，基础建设、货运配
送以及维修活动等都对载货提出更
高需求。 作为农用车、微客和微卡的
替代车型，富裕的农民、个体私营业
主和城乡结合部对皮卡的需求也会
日趋增大。 ”业内人士表示。

而在实用价值之外 ，猎豹汽车
更希望实现皮卡的功能增值 ，向人
们传达一种在工作 、生活和休闲之
间任意切换的生活方式 。 换句话
说，猎豹汽车通过推动皮卡文化在
中国的普及 ， 让皮卡成为继专业
SUV 之后的又一品牌名片。 “越来

越多的人不再将皮卡定位是工具
车 ，而是时尚的 ‘全能王 ’，既可商
用，又可家用。 猎豹皮卡内饰精致、
空间宽敞、性能卓越 、驾乘舒适 ，既
有面子 ，又有里子 ，深受广大城镇
车主的喜爱 。 ”长丰集团总经理刘
康林介绍。

据了解，目前，猎豹汽车的皮卡
产品飞铃、飞扬和 CT5，完整地覆盖
了低、中、高端皮卡市场。 其中，作为
“皮卡中的 C 级车 ”， 猎豹 CT5 集
“高通过性、高安全性、高舒适性”于
一身， 不仅保持了皮卡载货价值上
的优势， 同时还植入强大的越野休
闲生活文化标签， 成为一种全新生
活风尚的诠释。 许多猎豹 CT5 车主
都觉得，“它够皮实 ， 还很舒适 、大
气， 开着有面子， 是商用车中的贵
族。 ”

在坚实的产品基础上， 猎豹汽
车还通过各种政府、 行业的采购大
单，希望以政府、行业的示范效应 ，
带动皮卡的应用和普及。 同时，猎豹

汽车还一改传统消费者对于皮卡
‘满足生产需求货用工具’ 的认知，
不仅通过一系列的技术改进使产品
更时尚、更舒适 ，还发起和参与 “皮
卡中国行”等文化营销活动。 通过一
系列的文化营销， 倡导一种全新的
皮卡理念和生活方式， 提升消费者
对皮卡的认知和理解， 成为中国皮
卡文化的“创领者”。

长丰集团总经理刘康林表示 ：
“我相信，猎豹皮卡系列 ，将引领中
国皮卡逐步向全能方向发展， 同时
满足消费者拓展工作生活圈、 追求
时尚和个性的多重需求， 最终引领
皮卡在中国的跨越式发展。 ”

营销的最高层次， 是创造消费
潮流，引领消费文化。 随着市场竞争
的越来越激烈，消费者的情感认同，
将最终来自对汽车品牌所传递的文
化理念和生活方式。 而这正是猎豹
汽车“SUV+皮卡 ”双擎发力的精髓
所在， 同时也为自主品牌的发展开
辟了新的道路。 (谭遇祥)

据了解， 新一代保时捷双门硬顶
跑车 Cayman 于近日澎湃登陆长沙 ，
为庆祝新款 Cayman 的到来， 长沙保
时捷中心于长沙世纪金源大饭店举办
盛大揭幕活动， 全方位展示这款融创
新设计和卓越性能于一身的典范之
作， 众多媒体嘉宾在现场零距离感受
了新款 Cayman 全新车身比例所带来
的出众外观， 收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
保时捷体验。

新款 Cayman 实现了诸多令人耳
目一新的全方位升级———轴距更长、轮
距更宽、车身更低、自重更轻、速度更快、

能效更环保、动力更澎湃，为中置发动机
这一级别车型设立了新的标杆和基准。
这款运动型硬顶跑车大胆采用了全新
的车身比例，精确的线条和犀利的边缘
完美诠释了保时捷独具魅力的造型风
格。 加长 60mm 的轴距和更宽的轮距令
车身显得更低、更舒展，加宽的轮距结合
缩短 26mm 的前悬， 配之以更大的 18
英寸车轮，进一步从外观上强化了跑车
恣意驰骋的强劲性能特点。 修长的侧面
轮廓同时增加了新款 Cayman 的实用
性：载物容积将增加 15 升，前后行李箱
总和达到 425 升。 此外，这款新一代运

动型硬顶跑车的独特之处还包括采用
了低位铝制大后盖及包边式设计车尾。
在后窗上方，LED 制动灯横跨整个车
窗，后扰流板的薄翼片直接安装在后盖
上，与 Boxster 相比，翼片位置更高，并
能以更陡直的角度伸出。 以上诸多设计
亮点， 使得新款 Cayman 的整体外观相
比前代车型更显独特、更具个性。

当晚的上市活动全方位展现了新
款 Cayman 更低、更轻、更动感的卓越
特性， 完美诠释了这款入门级双门硬
顶跑车的力量、 灵活和速度以及其所
散发的独特魅力。 长沙保时捷中心总

经理漆赤先生表示：“新款 Cayman 是
保时捷坚持不断创新承诺的最佳佐
证。 今天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台跑车
杰作， 传承了经典保时捷跑车的纯正
血统， 确保你在每一次紧张和心跳的
过弯过程中体会征服弯道的极致魅
力。 它不仅以更低的油耗实现了更强
劲的动力， 堪称性能与效能完美结合
的典范之作， 并在外形上做到了个性
外观与实用性能的完美兼顾。 相信各
位一定会与我一样， 为这款完美体现
Porsche Intelligent Performance 理 念
精髓的新世代跑车杰作所深深折服。 ”
新款 Cayman 现已在长沙保时捷中心
上市。 其中，Cayman 的起始售价为人
民币 761,000 元，Cayman S 的起始售
价为人民币 1,052,000 元。 （谭遇祥）

4 月 28 日凌晨 1 点多， 鸿基公司值班室接到乘客黄先生的电话：
“感谢湘 AT4928 驾驶员严师傅帮我送回了行李箱， 同时也感谢你们鸿
基公司的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 黄先生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晚上 21
点 50 分左右在火车站乘坐湘 AT4928 回新建西路口的家， 因刚从外地
长时间坐火车回家过于疲劳， 下车时竟将自己的行李箱遗留在车子的
尾箱里。 等自己回家洗漱完，时间已到了 28 日凌晨 12 点多，黄先生突
然想起自己行李箱忘了拿。 因行李箱内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公司文件和
一些日常生活用品，而黄先生主要是担心公司文件遗失的话，会给自己
公司造成损失。 黄先生赶紧拿出自己下车时拿的乘车票据，拨打票上鸿
基公司联系电话。 鸿基公司值班人员接到电话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和
湘 AT4928 当班司机严师傅联系。严师傅当即在电话中就表示自己在成
先生下车后，就想到成先生行李箱未拿。 于是自己将车停在成先生下车
地点等了一段时间，但没看到成先生来寻找行李箱，只能先将车开走，
想着第二天再送至公司保管。 现成先生打电话来寻找，严师傅表示自己
会尽快将行李箱送给成先生。

就这样，在从严师傅手中接过行李箱的成先生非常激动，也就出现
了开始的一幕！ （王天笑）

一直以来，无论市场如何低迷、无
论行业环境如何恶劣，“客户至上”理
念， 始终是东风日产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 2012 年，东风日产先后推出“安全
保障承诺”和“品质无忧承诺”，从而确
保每一个东风日产车主都能安心享受
精彩汽车生活。 今年，东风日产“新十
年”的开端，将继续践行“客户至上”理
念， 一如既往地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

位， 将启动中高级车历史上首次针对
新车上市、 专门为消费者打造的创新
服务模式， 这不仅将刺激消费者对中
高级车更加期待， 还将再次推动中高
级车市服务的变革， 为消费者创造更
多的价值。

天籁行动，行业首创，它包含“7 天
包换 ”、“60 天免费出险代步 ”、“3 年
CARWINGS 智行家免费享” 三大服

务内容。 它从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出发，
为提升客户价值而来， 必将引领中高
级车市场消费的价值进化。 7 天包换，
东风日产全球标杆的制造水平， 铸就
了新世代天籁的至臻品质。 我们有十
足的自信与实力， 确保消费者购车无
忧。60 天免费出险代步，凭借东风日产
强大的服务能力与网络优势， 为新世
代天籁车主提供全天候、 零担忧的出

险代步解决方案， 确保消费者的用车
生活便捷无忧。

3 年 CARWINGS 智 行 加 免 费
享， 以日产全球先进的智能导航平台
为依托，随时随地为新世代天籁车主，
带来全方位的行车资讯与安全服务，
确保车主尊贵无忧。 推出这样的行动，
是因为，我们始终有梦想与坚持，我们
不做易如反掌的事， 只做推动汽车行
业前进的可能之事。 尽可尽之力，行必
行之事， 这是东风日产全体团队的使
命所在。 （王天笑）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售价 11.88万元———18.28万元

上汽第二代战略车型全新荣威 550焕然上市

全新体验 新款保时捷 Cayman 澎湃登陆

行李忘在车尾箱 感谢实诚“的哥”

长沙区域“天籁行动”盛情开启！

双擎发力，猎豹引领汽车消费新潮流

全新荣威 550 外观。

猎豹汽车领导在上海车展上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