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企 4 月“月考”成绩陆续“揭榜”。 数
据显示， 长安马自达 4 月实现了新的零售
佳绩，终端销量近 1.5 万辆，同比劲增 11%。
这是继第一季度取得 4.6 万辆的零售数据、
以 35%的同比增长跑赢市场大盘后，“绩优
生”长安马自达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车市早已过了“你好，我好，大家好”的
黄金时代，特别是合资品牌，在进口车价格
不断下探及自主品牌整体向上崛起的双重
冲击下，市场空间在不断缩水。 在这样的背
景下，长安马自达缘何一路高涨？

笔者认为，这和长安马自达精悍的产品
布局有莫大的关联。 虽然长安马自达目前
在售车型不多，但款款都能称之为“精品”。
数据显示， 中级轿车市场中的人气选手昂
克赛拉 4 月继续稳坐“万辆俱乐部”；合资
紧凑型 SUV 中的佼佼者———长安马自达
第二代 Mazda� CX-5（以下简称第二代
CX-5），市场需求旺盛，中高配车型备受青
睐，但这和其在全球市场的成绩来比，并不
足为外人道也。

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Focus2Move 提供
的数据显示，2017 年，第二代 CX-5 总销量
达 40.8 万辆，同级别排行第九；在马自达的
最大市场美国，这款车平均每 5 分钟就能卖
出一台。 从马自达的全球销量构成看，第二
代 CX-5 也称得上头号功臣，其 2017 年度
全球销量，比新昂克赛拉还多出了万余台。

由此看来， 市场需求旺盛的第二代
CX-5 在中国并未发挥其全部“功力”。第二
代 CX-5 在华销量再创新高，指日可待。

颜值过硬，视觉冲击感强烈
第二代 CX-5 是长安马自达为年轻消

费群体量身打造的一款车型。 有调查表明，
当下，年轻消费者在购车时考虑的第一个因

素即是“颜值”。
而颜值过硬，恰恰是长安马自达旗下车

型最不欠缺的标签。 事实上， 早在第一代
CX-5 车型身上，长安马自达标志性的“魂
动”设计就征服了众多“颜控”人士的心。

在第一代车型的基础上，长安马自达的
“魂动”设计理念在二代车型上得到了升华。
第二代 CX-5 以东方美学意识为出发点，
以简约且明亮透彻的造型为基础， 以精练、
刚劲有力为关键词，秉承“成熟的骨架”、“有
品位的造型”、“精心制作的优良质感” 三个
轴心，精心打造车辆的外观。

如果切换到工程师视角， 那么可以说，
第二代 CX-5 是以新技术成就高颜值的典
范。 车辆的前脸延续了一以贯之的“魂动”
设计理念，但得益于 LED 头灯的导入，视觉

冲击感强烈。 在此基础上，车辆的腰线、雾
灯、尾灯、轮毂及前后包围都做了调整，合力
营造出有锐气的速度感，吸引了大批年轻受
众。

静谧性好， 行驶品质具备
“高级感”

“高级感”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词。
放在商品上，大意可以理解为，该物品非常
有质感，并且是高于其定价区间的、市面上
依然稀缺的“上乘质感”。

在车辆静谧舒适性方面，第二代 CX-5
就是一台非常能营造“高级感”的车型。 它
掌握的“静音大法”，能给驾乘者身临“奇
静”般的体验。

车辆“静音大法”的学名叫做 NVH 工
程，一辆车 NVH 工程做得越好，行驶静谧
性就越优秀。 长安马自达正是通过 40 项
NVH 提升“秘籍”，为第二代 CX-5 带来了
出色的静音体验。

长安马自达针对第二代 CX-5 的
NVH 改善成本单车超过 1000 元， 不仅全
系标配一般豪华品牌才会使用的双层夹胶
玻璃，有效阻隔车外杂音，维持安静、舒适的
行车环境； 第二代 CX-5 车门骨架使用的
硬塑料材质隔膜也有别于同级别车型使用
的薄膜，采用各种大小螺丝钉进行固定，其

止震性与隔音性都更加出彩；另一方面，为
降低从排气室附近侵入的路噪音， 工程师
将第二代 CX-5 室内侧通气口的位置上
移，并在 D 柱添加 EPT 隔音材料，即便在
高速行驶的状态下， 车内人员依然能够安
心畅聊，尽享舒适静谧的驾驶乐趣。

优秀的隔音除了能让车内人员的交流
变得轻松惬意之外，车载娱乐系统的视听
效果也是直线提升。 马自达与 Bose 公司
针对第二代 CX-5 共同开发了 Bose 高端
10 喇叭音响系统，高音域的清晰度与低音
域的紧凑感前所未有。 与其他车型相比，
第二代 CX-5 的 A 柱两侧拥有内嵌式喇
叭，音质听觉更清晰，音色更自然。 这套音
响系统还拥有 Bose 公司独创的“行驶补
偿 系 统 AUDIOPILOT2” 和 “双 音 响
Centerpoint2”， 从低音到高音均能释放清
澈的音质。 车内的驾乘者可以在天籁之音
的环绕中，畅享旅途的美好。

安全性能出色，2018�C-NCAP
获五星评价

天大地大，安全最大。 如果说，车型颜
值是消费者在购车时最先考虑的因素，那
么，车辆安全则是消费者在买单前都必须掂
量的因素。

第二代 CX-5 是一款主被动安全性能

都非常出色的车型。 在最近的 C-NCAP 碰
撞测试中，它以 58.9 的高分在同批次 13 款
车型中脱颖而出，荣获五星评价。

C-NCAP（中国新车评价规程）是将在
市场上购买的新车型按照比我国现有强制
性标准更严格和更全面的要求进行的碰撞
安全性能测试，是对于车辆安全性能表现的
权威评价。 此次碰撞， 第二代 CX-5 在

“100%重叠刚性固定壁障正面碰撞”、“40%
重叠可变形壁障正面偏置碰撞”和“可变形
移动壁障侧面碰撞”三个项目中，分别获得
17.26、16.61 和 18.00 的高分； 在座椅鞭打
试验、安全带提醒装置、侧面安全气帘、ESC
等加分项上共获得 6.99 分， 总分高达 58.9
分。

实际上， 在本次 C-NCAP 测试之前，
第二代 CX-5 就在美国权威的 IIHS（美国
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碰撞测试中获得了

“TSP+”的最高等级评价。
而第二代 CX-5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与“创驰蓝天”车身、主动安全等多方
面的创新密不可分。

第二代 CX-5 采用了马自达创新性的
“创驰蓝天”车身技术，在车身侧面、括车顶和
底板都做到了环闭结构， 最大限度的提升了
车身的刚性； 而直线化和连续化的车身结构
设计， 让创驰蓝天的车身刚性比普通车型要
强 30%； 车身前部的撞击力多路径分散结
构，向上中下三条路径同时分散冲击力，更多
的路径能够更多地吸收撞击力， 从而确保车
身的安全。同时，在冲突发生时第二代 CX-5
还能够使发动机主动脱离， 确保引擎室的冲
击力吸收空间，将碰撞伤害降到最低。

除了钢筋铁骨的千锤百炼， 第二代
CX-5 对于车辆日常驾驶的基础安全也同
样关注， 通过 A 柱的后移和后视镜位置的
调整保障驾驶者的最佳视野，车内人机界面
的优化布局和座椅位置的设置使驾驶者在
保持最佳驾驶姿态的同时降低视线的偏移，
降低驾驶者的疲劳，帮助其在驾驶过程中集
中注意力，避免事故的发生。

（谭遇祥 刘宇慧）

长安马自达 4月销量再创新高，
第二代Mazda� CX-5需求旺盛

精致强悍的魂动外观

都市精英人群座驾首选 （图片由谭遇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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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在北
京发布了“2018 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经销
商集团百强排行榜”。其中，广汇汽车服务
股份公司凭借 2017 年营业收入 1607.12
亿元的骄人成绩摘得 2018 中国汽车流通
行业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榜首。中升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利星行汽车分别以
862.90 亿元和 801.1 亿元的营业收入分
列榜单的第二、三位。

我省 6 家汽车经销商集团———湖南
永通、湖南兰天、湖南九城、湖南申湘、湖
南津湘、湖南力天榜上有名，其中，湖南永
通、湖南兰天挺进 50 强，汽车湘商的竞争
力由此可见一斑。

两年连续营收过百亿，永
通稳居百强第一梯队

作为湖南汽车流通行业标杆企业的
湖南永通汽车集团凭借 2017 年营业收入
107.92 亿元的成绩，获得 2018 中国汽车
流通行业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第 40
名。 2017 年第 43 位，2018 年第 40 位，永

通集团连续两年位列百强排行榜第一梯
队。

湖南永通汽车集团成立于 2000
年，历经 18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集
汽车销售、售后维修、仓储物流、出租车
经营与租赁、上牌检测、保险、二手车置
换、汽车金融、汽车文化博览等于一体，
涵盖汽车销售与汽车后市场全产业链的
大型股份制企业。 拥有奥迪、奔驰、保时
捷、上汽大众、一汽大众、别克、广汽丰
田、一汽丰田、北京现代、斯柯达、福特、
广汽菲克 12 个中高端品牌代理权，30
多家 4S 店。

“专业于车、专注于人、专诚于心。”18
年来永通集团始终秉承这一理念。 2017
年，永通集团更是提出要把“品质服务”作
为一切工作的核心。 通过每季度一次销
售、售后神秘客户调查；每半年一次售后
救援调查； 每半年一次现场流程及 5S 点
检等多手段、多渠道对客户服务的每一个
环节、每一个细节点检考核，全面提升了
客户服务水平。

2017 年销量超 6 万台，兰
天全省卖车最多

数据显示， 湖南兰天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营业收入 103.90 亿元， 在 2018
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
榜中位列第 44 名，2017 年度销量 (含二
手车)6 万多辆，是湖南省入围经销商集团
中所卖车次最多的企业。

作为湖南汽车流通领域领军企业，湖
南兰天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现
注册资本 2.2 亿元。 以长沙为中心，以株

洲、益阳为基本点，以长沙、株洲、娄底、邵
阳、怀化、湘潭为轴线发展，已先后获得
32 个汽车品牌授权， 实现多品牌泛市场
全覆盖， 目前拥有品牌 4S 店达 68 家，预
计今年年底 4S 店数量会超过 80 家。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车市大环境并不
理想的当下，全国汽车经销商集团都在转
型突围，而湖南汽车经销商依然有 6 家屹
立百强榜单， 这样的成绩让人颇为欣慰，
这也是湖南汽车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
蛮”的湖湘精神的体现。

(刘宇慧)

5 月 17 日上午， 湖南省首家红旗
体验中心———长沙旗展红旗体验中心
开业庆典活动圆满完成。 一汽集团领
导、媒体朋友、红旗新老客户及社会各
界友人，莅临开业庆典现场，共同见证
了这一重要时刻。

今年是红旗品牌诞生的 60 周年。
自她诞生之日起， 就注定了她的不平
凡。 它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精神的旗
帜，对每一个中国人而言，红旗不仅仅
是一个著名的汽车品牌，还是一种深深
的情怀和神圣的记忆。 1 月 8 日，一汽
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在人民大会堂发布
了新红旗品牌战略，提出要把新红旗打
造成为“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新高
尚品牌”。 伴随着新中国成长且是中国
汽车行业的长子，一汽红旗，今天将在
长沙旗展续写新的篇章， 走向新的征
程。

长沙旗展红旗体验中心的建设和

落成，让更多关心和支持红旗品牌的国
人，进一步零距离体验到“国车”红旗的
风采，同时，也标志着长沙旗展红旗对
湖南市场的深耕细作。 据了解，长沙旗
展红旗体验中心包括汽车展示区、文化
展示区、 客户休息区以及智能体验区，
用户不仅可以获得产品体验、销售体验
和服务体验，还将感受“国车之魂”厚重
且独特的民族情怀，以及独具东方魅力
的品牌精神。

国人对红旗汽车寄予了厚望， 这也
是红旗人的荣耀与责任。 如今，长沙旗
展红旗同样担当着让更多的红旗车走
进千家万户的责任， 秉持红旗品牌的
“心” 服务体系， 满足消费者对新时代
“美好生活、美妙出行”的追求，为用户
提供“三终身一保值”的超值服务，为每
一位车主提供极致、尊崇的购车和服务
体验，努力打造最有温度的中国汽车品
牌。 （谭遇祥）

日前， 广汽集团首款针对北美市场
研发的新能源概念车 Enverge 在北京完
成首秀， 广汽集团发布企业文化全新战
略理念———广汽哲学及文化口号的同
时，宣布 2018 年启动多领域提质增效行
动。

作为广汽自主创新实现全球化跨
越的体现，Enverge 是广汽集团基于全
球市场对未来移动出行方式的又一次大
胆畅想与勇敢尝试， 将成为广汽自主品
牌推进“全球化”战略的一个响亮号角。

笔者注意到， 广汽新能源概念车
Enverge 以先锋的设计语言搭载新能源
领域的核心技术成果， 展现新能源车全
新魅力， 打造满足年轻生活方式的全新

娱乐化驾驶体验。 Enverge 融合了跑车
的运动性与 SUV 的力量感，前脸部分将

“凌云翼”家族标志性语言进行了新能源
化的演绎，晶锐 LED 头灯与格栅横向相
融，极具品牌识别性。 内饰方面，采用飞
翼式座舱布局，后排配备 360°全景 VR
智能眼镜，在行车过程中，乘客可体验超
越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感官刺激。 性能方
面，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4.4 秒，NEDC
工况下车辆续航里程可达 600km。
Enverge 搭载组合充电模式， 不仅可以
在 350kW 常规快充功率下， 充电 10 分
钟即可行驶 400km， 还可通过无线充电
模块多样化解决充电难题。

（谭遇祥）

今年是海马汽车建厂 30
周年。 日前，有着 30 年合资品
质传承的一汽海马携全新一代
福美来 F5、新一代七座多功能
家轿 VF00 概念车和新能源
七座多功能家轿福美来 E7 在
北京华丽亮相， 吸引了大批媒
体朋友和观众驻足围观。 新车
的靓丽外形和强大的产品力备
受好评。

一汽海马自 2016 年开始
践行品类战略， 聚焦福美来品
牌，聚焦多功能家轿市场。并集
中资源， 投入大量精力研发精
品车型， 目前战略成果已逐步
显现，诸多全新车型陆续登场。

在 30 年合资品质传承和
福美来 20 年轿车造车经验的
深厚积累上全新打造的福美来
F5 车型，颜值超高，配置同级
领先，空间达到 A+ 级标准，并
且沿袭福美来一贯的低油耗特
性， 非常适合年轻家庭客户使
用， 为五座多功能家轿市场树
立了新标杆。

新一代七座多功能家轿 VF00 概念车
采用全新设计理念，不仅颜值超高，在多功能
性上更是优势明显。 纯电动七座家轿福美来
E7 则将多功能家轿概念推向新能源领域，提
前卡位未来新能源汽车市场。

而今，一汽海马以强大的产品阵容亮相，
在体现了一汽海马践行品类战略、 聚焦福美
来品牌、 聚焦多功能家轿市场的清晰发展路
线和坚定决心的同时， 也展现了一汽海马深
厚的技术积累和研发实力， 以及高效的团队
执行力。 30 年合资品质传承，一汽海马有着
坚实的底蕴和足够自信。 随着新车型的陆续
推出，一汽海马未来可期。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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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 6 家集团入围全国经销商百强

湖南首家红旗体验中心长沙旗展盛大开业

概念车 Enverge首秀，
广汽集团吹响自主品牌“全球化”号角

2018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经销商集团排行榜出炉

2018 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发布现场。 (车商供图)

第二代 Mazda CX-5 成湖南卫视
《向往的生活》第二季官方指定座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