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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猎豹汽车全新旗舰级 SUV 正式
公布官方命名：猎豹迈途（MATTU）。 这款
新车定位紧凑级， 但实际尺寸和空间都比
紧凑级更大，接近中型 SUV 水平。 据悉，它
将于 4 月 25 日的北京车展正式上市，竞品
直接对标 WEY� VV5 和领克 01。

根据目前披露的消息， 该车采用时下

流行的大嘴中网和贯通式尾灯设计， 一气
呵成，霸气外露，外观颜值相当高。 而极具
现代感和豪华感的内饰设计、 媲美奔驰的
双 12.5 寸中控大屏， 令其内饰也达到了自
主品牌的领先水平。

动力方面，猎豹迈途的 1.6TGDI 发动
机源自宝马同款发动机。 从官方初步释放

的参数来看，猎豹迈途的动力性能相当可
观：峰值扭矩 270NM、最大功率 147KW
的数据表现， 碾压同级别产品配备的
1.8T 乃至 2.0T 发动机， 而工信部油耗
7.7L/ 百公里， 相较动力数据的卓越表现
也令人惊喜。

曾经凭借黑金刚等产品叱咤车坛的

猎豹汽车，虽然一度由于种种原因略显沉
寂， 但 60 余年军工传统、30 余年造车经
验的底蕴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自从近年回
归整车业务以来， 借着 SUV 大行其道的
东风，先后推出的 CS10 和 CS9，均成为
畅销产品。 迈途的诞生，有望开启猎豹汽
车一段全新的征途，但它能否成为品牌复
兴之路的新起点，还需接受消费者真金白
银的考验。

（刘宇慧）

何尚武 刘宇慧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缘溪行，
忘路之远近。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
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东晋诗
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为世人描绘了
一个心向神往的“世外桃源”。 千百年来，随
着诗篇的流传，人们对“世外桃源”的追寻
热度有增无减。

近日，笔者获悉，就在陶渊明《桃花源
记》的原型地———常德桃花源，随时准备出
发寻找“世外桃源”的全境越野 SUV 途达
将于本周五（4 月 20 日）举办一场盛大的
上市发布会，正式和湖湘消费者见面，当粗
犷强悍的硬派 SUV 与平和安宁的世外桃
源邂逅，这样的场景着实值得人们期待。

传承日产越野基因，
“小途乐”全境出征

作为一家有着越野情怀的车企， 日产
一直在 SUV 领域深耕。而凭借着深厚的越
野基因和过硬的品质，其旗下的 SUV 产品
一直颇受消费者喜爱。 特别是“大块头”途
乐，自 60 多年前搭载非承载式车身的日产
首款越野车———第一代 Patrol 途乐上市至
今，这款历经六代更新的经典车型，赢得了
越野爱好者的广泛青睐。 数据显示，在
2017 年天津港汽车销量排名中，途乐位居

第二， 是消费者购买意向强烈的进口硬派
越野车型。

即将在本周五于常德桃花源正式“登
陆”湖湘车市的途达，在基因上与日产经典
硬派越野车途乐一脉相承。 无论是霸气硬
朗的外形，还是超大空间的内在，抑或全境
越野的实力，都能看到“大哥”途乐的影子。

因此，在许多汽车专业媒体的宣传中，途达
都被称为“小途乐”。

顶配不到 25 万，
打破硬派 SUV 高价现状

基于消费者对车辆自驾游“撒野”与日

递增的强烈需求，近几年，各家车企不约而
同地将车型生产重点转向了 SUV。 不过，
稍显遗憾的是，虽然目前市面上的 SUV 车
型品类很多， 但真正能让消费者全境安心

“撒野”的越野车型却不多。
因为不是所有的 SUV 都能越野。 能满

足越野需求的 SUV 必须至少具备几个条
件：扎实的非承载式车身，低速四驱扭矩，
后桥差速锁，卓越的动力操控，强大的通过
性等等。 能满足以上条件的车，行业内俗称

“硬派 SUV”。比如，Jeep 牧马人、奔驰 G 系
列、丰田兰德酷路泽、路虎发现等就是这类
车的典型代表。 他们高昂的售价，让大批有
着越野梦想的消费者望而却步。 不过，随着
东风日产途达的出现， 这样的情况即将有
所改观。

日前，在西安举行的全新途达全国上市
发布会上，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陈
昊公布了这款车的售价———作为日产 60多
年越野基因传承者，秉承“途虽远，我必达”
使命的全境越野大型 SUV 途达， 共推出 6
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 16.98-24.58 万元，这
样的价格显然相当“亲民”。全国上市发布会
当晚，陈昊为全新途达“打 call”：“如果你的
人生旅途需要一束光来照亮充满未知与征
服的前途， 并燃起心底对自由与荣耀的渴
望，请到各经销商咨询。 ”对于湖南的越野爱
好者来说，全境越野 SUV途达的到来，显然
将为他们提供一种不一样的购车选择。

一季度的车企成绩单已经出
炉。近日，笔者从比亚迪获悉，今年
3 月， 比亚迪乘用车持续稳步增
长， 一季度累计销售 110639 辆，
同比增长超过 21%。 其中，新能源
车 销 售 28499 辆 ， 同 比 增 长
227%， 继续占据新能源市场制高
点。

在所有车型产品中，宋家族近
期表现最为突出。 3 月销售 23782
辆的好成绩，让宋家族跃升为比亚
迪旗下“最具增长潜力的主流家用
车系”。 其中，颜值担当宋 MAX，3
月畅销 15074 辆， 实力斩获了 10
万级 MPV 月销“五冠王”的美誉；
性能担当宋 DM，3 月畅销 4685
辆，持续引领插混市场。此外，秦和
秦 EV 的表现同样抢眼。 比亚迪新
能源与燃油车齐头并进， 双线飘
红。

新能源方面，得益于秦、唐、宋
DM 等插混车型的持续发力，2018
年第一季度比亚迪持续领跑新能
源市场，同比增长 227%。其中，“插
混一哥” 宋 DM 上市还不到一年，
已经 7 次获得插电式混合动力市
场月销冠军，并成功打入非限购地
区市场，占比高达 40%以上，让更
多的用户享受到新能源车带来的
智能环保新体验。

除了上述热销车型， 比亚迪
还不断推陈出新， 巩固新能源市
场的领先地位， 旗下专业级 EV
家族成员———秦 EV450、e5� 450、 宋 EV400
于 3 月 31 日在北京首发智领上市， 上市 1 小
时订单突破 500 辆。 截至目前，累计订单突破
5000 辆， 展现了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的强大
市场号召力。 下半年，全新一代唐也将重磅推
出，势必再次引爆新能源高端市场。

（刘宇慧）

湖湘车市再添合资硬派越野“猛将”
全境越野 SUV途达本周五登陆桃花源

猎豹全新旗舰级 SUV 命名“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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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硬派 SUV 途达湖南上市发布会将在常德桃花源举行，这款新车也将正式
和湖南消费者见面。 （东风日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