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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我心即征途”———新中产梦
享 SUV�猎豹 Mattu 上市发布会， 在北京雁
栖湖隆重举行。 作为猎豹汽车进军自主高端
SUV 市场的“开篇之作”，Mattu 自亮相以来
赢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期待值， 此次面向城
市新中产人士，共推出 7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
为 11.68万元至 15.88万元。

上市发布会现场，猎豹汽车同步推出包
括三年流量大礼包，低息、低首付金融购车
方案，终身免费质保在内的三重大礼，给未
来的车主提供了更周全的保障和更贴心的
服务。

汽车“老兵”李建新的造车新征途

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 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建新
现身新车发布会现场， 并跟现场嘉宾分享了
他和猎豹汽车的征途，畅谈猎豹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作为曾经的中国越野车“一哥”，猎豹汽
车拥有 60余年军工品质和 30余年整车制造
经验，一度成为国家与军队领导人检阅用车。
重组后沉寂多年， 回归整车主业又迅速打开
市场，此次推出 Mattu剑指高端，李建新表露

出雄心壮志不言愁的信心和气概， 志在重塑
辉煌，打造“中国 SUV第一品牌”。

李建新的底气来自猎豹汽车已趋完善的
“2341” 产业格局：2 个研发机构，3 个关键零
部件厂，4 个整车基地，1 个管理总部；来自清
晰明确的产品布局： CS10、CS9、CS9EV、

Mattu，以及后续将推出的五个平台十几款新
车；来自涨势惊人的市场表现：从 2014 年两
万多台的销量， 经过连年迅速攀升甚至翻番
式的增长，2017 年总销量跃升至 13.5 万台，
营收突破 100 亿元， 成功实现 2012 年立下
的“再造百亿新猎豹”的目标。

“湖南智造”新爆款 Mattu 亮剑出征

李建新还详细介绍了猎豹 Mattu 的综合
产品实力：空间尺寸和高性价比的两重越级优
势对标自主紧凑、自主高端车型，体现降维价
值；全维颜值在线、全擎动力在线、全时社交在
线，三大核心竞争力将令Mattu足以与任何一
款自主高端甚至合资主流车型“掰手腕”。

笔者在现场注意到，Mattu 的外观非常
大气———锁子甲造型的荣耀式贵胄进气格栅
霸气十足，搭配两侧 LED 大灯组和 C 形雾灯
区，视觉效果出众。 打开车门，内饰的科技感
和豪华感扑面而来，十分现代。

业内人士表示， 作为一个由老牌军工企
业转型而来的汽车品牌， 猎豹最不缺乏的就
是改变的决心。 无论是去年上市的抗鼎之作
猎豹 CS9，还是热销的 CS10 车型，包括刚刚
出现在消费者眼中的猎豹 Mattu， 均通过更
加年轻化、时尚化的设计，智能化、科技化的
车辆配备，体现出现阶段猎豹汽车“向上”的
品牌理念。随着Mattu的上市，不仅猎豹汽车
品牌和产品“双向上”的序幕被正式拉开，自
主品牌高端 SUV 阵营里也多了一位实力派
悍将。 （何尚武）

由东风日产冠名的 2018“挑战 21 天”运
动季正在火热进行。 如果你是每日微信运动
过万步的健身达人，不妨加入“打卡”阵营，有
机会赢取华为手机、东风日产原厂车模、充电
宝等丰富奖品。

据介绍，“挑战 21 天” 是全民健身风潮
下， 由长沙市体育局与华声在线联合打造的
全国首个大型公益健身活动。自 2012年活动
创立以来，“挑战 21 天”以切实、科学的手段，
督促挑战者通过 21 天的健身坚持，养成了基

本的行为习惯。 活动在全国引发了巨大的关
注，成为全国全民健身活动的典范。

“00 后”的美女 Lucy 是湖南大学经济
与管理学院的大一新生，自东风日产“挑战
21 天”活动在 5 月 9 日启动以来，她已经在
朋友圈坚持“打卡”多日。 在她的影响下，同
寝室的几个姐妹也纷纷加入“打卡” 行列。
“夏天了，健身减肥是必须提上日程的事情。
我喜欢课后在校园的林荫大道走走，天气好
的时候去江边吹吹风，或者爬爬岳麓山。 大

部分时间，微信运动都轻松过万步。 正好遇
上东风日产这个活动，打个卡还有机会领奖
品，何乐而不为？ ”

和 Lucy相比， 室友美玲要相对“宅”一
些。“我平常不怎么运动，在 Lucy的煽动下，
才有意识地每天坚持万步走的。 希望通过参
加这次活动，用 21 天的坚持，让自己培养一
个好习惯吧。 ”美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据悉，今年的“挑战 21 天“是东风日产
在品牌年轻化路线下，迎合年轻消费者喜好

而进行的品牌营销活动。这场健步活动将持
续至 5 月 30 日。活动期间，参与者只要每天
微信运动达到 1 万步，并将微信运动头像更
改为东风日产 SUV 家族任一车型图片，或
连续坚持 21 天配东风日产 SUV 家族与步
数图片在朋友圈“打卡”，并于 6 月 9 日 24:
00 之前将截图发送至华声在线网站、 华声
在线官方微信或邮箱 hsw114@qq.com，即
有机会赢取由东风日产提供的超级大礼。

（刘宇慧）

全力加速的东风启辰， 正在完成从制造
高品质国民车向高品质的智·趣生活方式提
供者的进化。 数据显示，今年 1-4月，东风启
辰终端累计销量 51922 辆，同比激增 23.7%，
实现 2018销量同比四连增。经过八年的沉淀
积累和快速发展， 东风启辰客户总量已经突
破 70万。 面对众多品牌和车型，是什么原因
促使车主选择了东风启辰？日前，东风启辰市
场部副部长熊发明走访湖南市场， 与长沙湘

乾、湖南兰天等专营店的部分车主深入交谈，
通过了解车主最真实的购车历程和用车感
受，为其下一步谋划进行准备。

今年 28 岁的贺先生不久前购买了一辆
D60，从事特种行业的他需要经常在全省各地奔
波。 在对比过其他几款品牌车后，他选择了启辰
D60。“外观大气漂亮，用车过程舒适，符合我喜
欢运动的诉求……”说起启辰D60，贺先生赞不
绝口，对他来说，启辰强大的智联语音系统非常

加分，“不管是导航问路，还是寻找加油站、餐馆
都会用到，现在D60对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
辆汽车了，它更像是一个朋友。 ”

“80 后” 的刘先生是湖南地区第一位
T90的车主，他买的是 16款的顶配。 对刘先
生来说，购买 T90 的原因不外乎朋友的推荐
和对启辰的品质信任。 实际上， 在用车过程
中，刘先生也感受到了这辆高颜值、优品质的
车型所带来的快感。刘先生告诉笔者，他老婆

最近也在考驾照，他计划等老婆驾照到手，就
给她买辆车，至于车型嘛，启辰是首选，如果
有新能源车，他也会认真考虑。

熊发明表示， 目前东风启辰产品线比较
全面，轿车、SUV、MPV 都会有，加上东风日
产的技术支持， 消费者对启辰的车型非常信
赖。接下来，东风启辰将用大量的地推活动让
消费者跟实车交流， 稳步推进品牌自主化和
新能源进程。 （喻志科）

售价 11.68-15.88万元，剑指自主高端 SUV市场

“湖南智造”新爆款猎豹Mattu上市
日前， 东风日产公布了 4 月份

的销售数据。 其中，刚上市不久的硬
派 SUV 途达销量达到了 2211 台，
首月成绩告捷。

作为 NISSAN 日产 SUV 家族
的全新成员，秉承“途虽远，我必达”
使命的途达是一款专为享受征服的
柔情硬汉打造的全境越野大型
SUV。 在丰富的越野造车实力基础
上， 途达融合 NISSAN日产领先的
智能科技，让越野焕发新气象、新活
力。 日前，该车于常德桃花源古镇正
式登陆湖南市场， 官方指导价
16.98-24.58万元。东风日产相关区
域负责人表示， 之所以选择桃花源
作为途达上市发布会的举办场地，
跟途达这款车的车型定位是密不可
分的。

与大多数 20 万级合资城市
SUV 打着“兼顾越野”旗号不同的
是，途达以消费者“真越野”的核心
价值为出发点， 把纯正的越野技术
和乐趣带给消费者， 并且只需要普
通城市 SUV的价格就可以享受到。

途达搭载专业越野的非承载式车身，采用
全封闭式“O”型结构的强悍车架，强度高、刚性
好，抗扭矩，能承受外力的强烈撞击。 在驾驶途
达来一场极限之旅时，即使面对颠簸的恶劣路
况，途达也能从容应对，为你保驾护航。

途达配备了同级领先的机械牙嵌式后差
速锁。 时速在 7km/h以下，当一个或多个车轮
与地面失去接触或打滑时，可将扭矩分配到两
个后轮上， 确保车辆在低速行驶下安全脱困，
轻松脱离泥沙、雪地、泥泞等地形。 不仅如此，
途达采用同级领先的全地形电控分时四驱，消
费者可根据不同的地形，选择两驱、高速四驱、
低速四驱 3种不同的动力驱动模式。 特别是低
速四驱模式， 能够实现前后轮扭矩分配约 50:
50，扭矩放大 2.7 倍，适合斜坡、岩石、泥泞等
恶劣路况，驱动力与通过性表现强劲。 既能在
越野行驶中保证动力输出的平顺性与稳定性，
又兼顾了城市驾驶中的燃油经济性。 有理由相
信，凭借过硬的实力，途达将成为更多越野消
费者的理想选择。 (刘宇慧)

东风启辰销量四连增 车主为高品质国民车“打 call”

东风日产“挑战 21天”运动季火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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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豹汽车 Mattu 上市发布会现场。 （猎豹汽车供图）

5 月 23 日，“我心即征途”———新中产梦
享 SUV�猎豹 Mattu 上市发布会， 在北京雁
栖湖隆重举行。 作为猎豹汽车进军自主高端
SUV 市场的“开篇之作”，Mattu 自亮相以来
赢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期待值， 此次面向城
市新中产人士，共推出 7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
为 11.68万元至 15.88万元。

上市发布会现场，猎豹汽车同步推出包
括三年流量大礼包，低息、低首付金融购车
方案，终身免费质保在内的三重大礼，给未
来的车主提供了更周全的保障和更贴心的
服务。

汽车“老兵”李建新的造车新征途

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
长， 湖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李建新
现身新车发布会现场， 并跟现场嘉宾分享了
他和猎豹汽车的征途，畅谈猎豹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

作为曾经的中国越野车“一哥”，猎豹汽
车拥有 60余年军工品质和 30余年整车制造
经验，一度成为国家与军队领导人检阅用车。
重组后沉寂多年， 回归整车主业又迅速打开
市场，此次推出 Mattu剑指高端，李建新表露

出雄心壮志不言愁的信心和气概， 志在重塑
辉煌，打造“中国 SUV第一品牌”。

李建新的底气来自猎豹汽车已趋完善的
“2341” 产业格局：2 个研发机构，3 个关键零
部件厂，4 个整车基地，1 个管理总部；来自清
晰明确的产品布局： CS10、CS9、CS9EV、

Mattu，以及后续将推出的五个平台十几款新
车；来自涨势惊人的市场表现：从 2014 年两
万多台的销量， 经过连年迅速攀升甚至翻番
式的增长，2017 年总销量跃升至 13.5 万台，
营收突破 100 亿元， 成功实现 2012 年立下
的“再造百亿新猎豹”的目标。

“湖南智造”新爆款 Mattu 亮剑出征

李建新还详细介绍了猎豹 Mattu 的综合
产品实力：空间尺寸和高性价比的两重越级优
势对标自主紧凑、自主高端车型，体现降维价
值；全维颜值在线、全擎动力在线、全时社交在
线，三大核心竞争力将令Mattu足以与任何一
款自主高端甚至合资主流车型“掰手腕”。

笔者在现场注意到，Mattu 的外观非常
大气———锁子甲造型的荣耀式贵胄进气格栅
霸气十足，搭配两侧 LED 大灯组和 C 形雾灯
区，视觉效果出众。 打开车门，内饰的科技感
和豪华感扑面而来，十分现代。

业内人士表示， 作为一个由老牌军工企
业转型而来的汽车品牌， 猎豹最不缺乏的就
是改变的决心。 无论是去年上市的抗鼎之作
猎豹 CS9，还是热销的 CS10 车型，包括刚刚
出现在消费者眼中的猎豹 Mattu， 均通过更
加年轻化、时尚化的设计，智能化、科技化的
车辆配备，体现出现阶段猎豹汽车“向上”的
品牌理念。随着Mattu的上市，不仅猎豹汽车
品牌和产品“双向上”的序幕被正式拉开，自
主品牌高端 SUV 阵营里也多了一位实力派
悍将。 （何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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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 SUV�猎豹 Mattu 上市发布会， 在北京雁
栖湖隆重举行。 作为猎豹汽车进军自主高端
SUV 市场的“开篇之作”，Mattu 自亮相以来
赢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和期待值， 此次面向城
市新中产人士，共推出 7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
为 11.68万元至 15.88万元。

上市发布会现场，猎豹汽车同步推出包
括三年流量大礼包，低息、低首付金融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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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配备，体现出现阶段猎豹汽车“向上”的
品牌理念。随着Mattu的上市，不仅猎豹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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