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条《搭乘第七代天籁 ALTIMA
走进长沙这 30 年》 的 H5 刷爆了长沙人的
朋友圈，大家在回望长沙城区 30 年旧貌换
新颜的过程中，感叹时光的力量。 有人惊讶
地发现，在长沙飞速发展的这 30 年，有一
款车型一直陪同这座城成长、蜕变，它就是
天籁。 而今，新的纪元开启，全新换代的第
七代天籁也翩跹而至。

笔者获悉， 东风日产旗舰车型———第
七代天籁将于本周六（1 月 12 日）在长沙新
地标———IFS 国金中心正式登陆湖南。为新
车上市造势，主办方煞费苦心，不仅提前在
潮流人群最集中的五一商圈布下展位，还
发起了地铁、影院、微信朋友圈的立体式宣
传攻势。 而其所到之处，也遍布“迷弟”“迷
妹”———在五一商圈的城市展位，东风日产
第七代天籁被前来看车的消费者团团围
住，俨然“流量大明星“。 这位即将登场“大
明星”是何来头？ 它有哪些亮点？ 我们先来
一睹为快。

气质：脱胎换骨

在长沙， 位于五一商圈的 IFS 国金中
心是地标一般的存在，它不仅是湖南之巅，
更是时尚潮人的聚集地，是年轻人相约“打
卡”的地方。 而即将在这里宣告湖南地区上

市的第七代天籁不仅是合资 B 级车的标
杆，也是年轻时尚的“代名词”。

作为东风日产旗舰车型， 第七代天籁
采用了与美版一致的设计风格， 外形可谓
“脱胎换骨”，此前朴实中庸的“大叔”形象
不复存在， 摇身一变成为运动时尚的年轻
“帅小伙”。

全新的 V-Motion� 2.0 家族理念被第
七代天籁毫无保留的接收， 前脸 V 型大嘴
造型更加夸张， 品牌辨识度得到进一步强
化。 两侧角度尖锐的大灯组合搭配下方梯
形的进气口和两侧雾灯下方的铲型前唇造
型， 让原本就基本平淡的天籁在这一台车
上呈现出一股狠劲。

在车身尺寸方面， 第七代天籁也经过
了加长加宽的处理，4901mm 的车身长度
在尾部修饰以及腰线的衬托下， 显得非常
修长；2825mm 的轴距则保障了其在空间
层面的乘坐舒适感。 不仅如此，第七代天籁
承袭了东风日产“行走的沙发”的优秀“基

因”，座椅宽大厚
实， 包裹性和承

托性都非常好，长时间的乘坐
也不会疲惫。

动力：加速同级第一

动力方面 ， 第七代天籁搭载 2.0L�
VC-TURBO 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其中 2.0T 车型与刚上市的英菲尼迪
QX50搭载的是同一款“心脏”。 它采用了可
变压缩比、可变燃油喷射、可变燃油循环、可
变多路径水冷控制和可变排练机油泵等五
大可变技术，以做到将燃油效率最大化。

根据日产官方介绍， 这款发动机可实
现 8:1———14:1�之间任意压缩比的智能切
换，百公里加速仅需 6.42 秒。这个数据使第
七代天籁不仅在日系 B 级车市场遥遥领
先，更是直接冲到了同级加速第一名。

此外， 第七代天籁还搭载了智动控制
辅助驾驶系统 ProPILOT 智控领航， 实现
0-144km/h 车速范围内自适应巡航。 它是
合资量产车型当中首款可以实现 L2 等级
的智能驾驶辅助车型。

根据东风日产技术人员的解释， 第七
代天籁是通过车前单目摄像头、 毫米波雷
达、VDC 车辆动态控制系统、ECU、EPB 电
子驻车等 7 大控制系统监测识别单车道车
道线， 时刻保持在车道中央自动行驶和平
顺转向，并能与前车保持设定的安全距离。

上市即热销

年轻帅气的外形、 澎湃汹涌的强劲动
力加上东风日产一贯以来的舒适驾乘，使
得第七代天籁甫一上市便赢得了市场青
睐。 在近期公布的 2018 年 12 月销量数据
中，东风日产天籁斩获 11990 辆，环比增长
6.6%。 在其助力之下，东风日产 12 月全网
终端销量达 134290 辆， 环比增长 20.9%；

2018 年累计全网终端销辆为 1166696 辆，
同比增长 3.9%，再创同期新高。这是东风日
产连续四年销量过百万辆。 在车市整体增
长为负数的“寒冬”，位列合资品牌第一梯
队的东风日产逆市上扬，跑赢大盘，如磐山
般屹立于百万销量之巅。

唯强大者进，唯创新者赢。 东风日产的
成功离不开其强大的品牌力与强劲的产品
力。 近年来，在汽车“新四化”的大趋势下，
东风日产在不断地自我蜕变，自我进化，持
续推进品牌由年轻向智能进化。 而第七代
天籁正是东风日产积极践行年轻化与智行
战略的产物，它不仅完成了从“中庸大叔”
到“运动帅小伙”的蜕变，在外形上进一步
迎合年轻消费者； 还搭载了强劲的动力系
统与高度智能的辅助驾驶系统，6.42 秒的
百公里加速成绩和“合资量产车型中首款
实现 L2 等级的智能驾驶辅助车型”的标签
使其在 B 级车市场中含金量颇高； 再加上
其在驾乘舒适度方面的经典传承， 使得第
七代天籁市场综合竞争力不凡。

凭借第七代天籁强劲的产品竞争力，
再结合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在其上市
前宣传预热的热烈反应，不难断定，第七代
天籁成为合资 B 级车销量新标杆只是时间
问题。 （刘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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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合资 B级车最强音
东风日产第七代天籁 ALTIMA 智耀星城

随着 12 月的销售数据公布，2018
年国内乘用车市场大局终定。 据乘联会
数据， 2018 年中国汽车销量出现了 28
年来罕见的负增长，1-12 月， 国内狭义
乘用车（轿车 +MPV+SUV） 累计零售
2235.1 万辆， 同比下降 5.8%， 比 2017
年少卖了 130 万辆； 全年批发数据为
2323.7 万辆，下降 4%。

虽然车市整体走势不理想， 还是有
车企逆势增长。 以比亚迪、吉利、上汽乘
用车、广汽丰田、东风日产、奥迪、雷克
萨斯为代表的“实力派”交了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 其中，比亚迪、吉利、上汽
乘用车、 广汽丰田的增幅更是超过
20%，用实力诠释“强者恒强”。

比亚迪： 同比增长 23%
新能源与燃油车平分秋色

近日，比亚迪公布了 2018 年销量数
据。 比亚迪全年累计销量 520028 辆，同
比增长 23%。 其中， 新能源汽车年销
227152 辆，同比劲增 108%，销量几乎与
燃油车平分秋色。

具体来说，王朝系列全面开花，唐家
族、宋家族、秦家族、元家族分别达成了

62078 辆 、225395 辆 、65871 辆 、41861
辆的成绩。 就单个车型而言，表现最为亮
眼的当属宋MAX 和全新一代唐。作为比
亚迪 2018 年的重磅旗舰车型，全新一代
唐还未上市就已经凭借全新的王朝家族
式外观和富有科技感的内饰引爆了消费
者的关注，上市后销量更是迅速攀升，已
连续 5 个月销量破万 ；MPV 车型宋
MAX 更厉害，连续 12 个月销量破万，全
年热销 141068 辆。

吉利： 同比增长 20%
SUV 和轿车发展均衡

1 月 7 日，吉利汽车公布了 2018 年
12 月和全年的销量数据：12 月共售出
93333 辆 新 车 ，2018 年 累 计 销 量 达
1500838 辆，同比增长 20%。从吉利的整
体销量来看， 近 10 款车型月销量过万，
其中 SUV 阵营的全年总销量达到
857922 辆，占比 57%。 另外，领克品牌全
年累计销量达 120414 辆，给高端汽车市
场带来了强烈冲击。

数据统计，2018 年吉利汽车售价为
15 万以下的销量占绝大多数。 其中，“90
后”群体占比超过一半，消费群体更加年
轻化，特别是受大城市青年的青睐。 从另
一方面来说， 吉利在新能源领域也取得
突破性的成功。 在 2018 年 5 月，吉利发
布了覆盖纯电动、替代燃料、混合动力和
氢燃料电池四大技术的新能源动力系
统，其中最高 15%节油率的 MHEV 轻混
技术也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

上汽乘用车： 同比增长 34.45%
新能源领域成重点

在 2018 年，上汽乘用车推出了多款
全新重磅车型， 比如荣威 MARVEL� X、
名爵 HS，同时，还针对原有的产品进行
全新的优化升级。 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
发布，2018 年上汽乘用车总体销量为

70.19 万辆，同比增长 34.45%，其中新能
源汽车销量突破 9.6 万辆， 同比増长
120%，连续第五年实现“翻番式”增长。
刚刚上市不久的荣威 i5 在 2018 年 12
月销量就已突破 2 万辆。

广汽丰田： 同比增长 32%
多点发力，逆势增长

据广汽丰田官方消息，2018 年广汽
丰田累计销量为 580337 辆， 同比增长
32%。 其中，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年销量为
158822 辆，同比激增 97.3%；全新汉兰达
的年销量再破十万辆； 雷凌家族的年销
量突破了 20 万辆，同比大增 20.6%。

在 2018 年初， 广汽丰田就提出了
50 万辆的年销量目标。在 TNGA架构的
价值带领下， 品牌力和产品竞争力一直
保持着高质量的增长。 在年中还两次上
调过年销量目标， 最终确定为 58 万辆。
除了品质力强外，售后服务也是一大“利
器”。 在 2018 年度中国汽车售后服务客
户满意度调查（CAACS）中，广汽丰田荣
获合资品牌客户满意度第一。 因此，即使
在车市的“寒冬期”，广汽丰田也能取得
如此优秀的成绩。

日前， 位于衡阳西外环路杨柳汽车城二期的
广汽三菱衡阳市飞宇 4S 店正式开门营业。 这是广
汽三菱在衡阳的第 2 家 4S 店。

2018 年是广汽三菱大步迈进的一年。 官方数
据显示， 广汽三菱 2018 年 1-11 月累计销量达
13.06 万辆，同比增长 23.2%。 销量逆市上扬的背
后离不开其渠道建设。2017 年，广汽三菱销售店已
达 300 家，2018 年， 广汽三菱持续向二三线市场
下沉，加速销售渠道拓展，完成了更大范围的销售
网点覆盖。 （谭遇祥）

近日，全新一代 BMW� X5 在长沙梅溪湖艺术
中心正式登陆长沙， 此次上市的新车共有两款车
型，售价 77.99-86.99 万元。

对于很多宝马的“铁粉”而言，新车内饰的提升
是全新 BMW� X5 的一大惊喜。 全液晶仪表和中控
屏幕的尺寸有所增加，达到了 12.3 英寸，并搭载了
最新的 iDrive� 7.0 人机交互系统，可触及部分采用
大量皮质包裹，换挡杆、控制器、一键启动按钮、音
量调节旋钮等配备了水晶质感组件，一系列的全新
设计补齐了宝马 X5 曾被诟病的内饰短板。

宝马中国南区市场高级经理陈述修表示：“X5
是 BMW� X 家族以及 SAV 细分市场的开创者，自
1999 年诞生以来赢得全球 210 多万车主的信赖，
而进入中国以来的十多年中一直在同级市场保持
毫无争议的领导地位。近 20 年来，它凭借强大的产
品力，一直被模仿，但从未被超越。没有哪一款同级
别车型可以像 BMW� X5 一样，把轿车的操控和舒
适与越野车的大尺寸和多功能性结合得如此完美。
无论从设计的突破、高科技的应用、还是性能的提
升， 全新 BMW� X5 都是 BMW 品牌成功的代表，
开创性和市场领导力的代表。 ” （刘宇慧）

衡阳新添一家广汽三菱 4S 店

全新 BMW X5 登陆长沙

比 2017年少卖 130万辆车
2018这些车企却大幅逆市上扬

汽配物流行业迎来了“搅局
者”。 日前，北京三真车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三真驿道”汽
配物流品牌，通过连接汽车后市场
的零配件供应商和汽车修理厂的
供需双方，打造专业的汽车配件配
送网络，提高汽车后市场整体运营
效率，降本增效。

“此次发布的物流管理系统
‘三真驿道’ 打破了传统物流公司
挪用发货方代收货款的行业弊病。
我们全新制定了‘2 小时货到，1 分
钟款到，全配送流程可视化’的行
业高标准，彻底解决物流市场货款
安全的问题。 ”三真车联 CEO 郝军
表示，“三真驿道”以物流系统为基
础，在纵向数据、横向资源上深入
挖掘整合，为各省会分公司在原物

流业务基础上开拓市场、 创新转
型、降本增效等方面提供了完备的
解决方案。

据悉， 北京三真车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

“三真驿道” 是其依托自身资源、运
营管理能力， 针对汽配物流行业积
弊而精心打磨的品牌。 在具体业务
模式上，三真驿道通过与银联合作，
不压货款、实时到账，从根本上保证
了用户的资金安全， 解决了汽配物
流环节中最大的痛点。服务方面，三
真车联为配件配送全程提供了全流
程物流信息可监控化的系统， 方便
客户端的运营管理。另外，三真驿道
在同城配送业务基础上， 还实现了
地县级支线业务、 跨省运输业务等
多种模式的拓展。 （何尚武）

“三真驿道”品牌发布
汽配物流迎“搅局者”

强者恒强，在车市整体颓靡
的“寒冬”，上述车企之所以能实
现逆市大幅上扬，离不开其强大
的产品力和品牌影响力。 只有提
高产品自身的溢价能力，用新技
术和高水准的服务提升用户体
验度，才能将用户留存在自己的
体系中。

负增长的 2018 已经过去 ，
已经开启的 2019，车市预期并不
乐观。 负增长的时代或将继续，
当竞争加剧，哪些车企能续写辉
煌？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小结：

东风日产第七代天籁。

东风日产第七代天籁引得消费者纷纷驻足。 （本文图片由东风日产提供）

刘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