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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从年初起亚 K5、新索纳塔相继登台
带来的“春季韩流”，到年中标致 508、新
迈腾全新上市吹起的“盛夏欧风”，再到
年终第七代凯美瑞反攻市场奏响的 “冬
季恋歌”，多款重量级中高级车以前所未
有的密度集中上市，让 2011 年贴上了“B
级车年”的标签。 而临近年末，东风雪铁
龙 C5 2012 款的压轴登场 ， 则最终将
2011 年定格在了“欧系 B 级车”上。

欧系唱主角
与日系一较高下

在中国汽车市场，车企的较量绕不
开 B 级车产品。

国内 B级车市场可以分为四大派系：
德法美组成的欧系，还有日系、韩系以及
中国本土自主品牌组成的华系。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以凯美瑞、雅阁为代表的日系

车曾经牢牢占据着国内 B 级轿车销量的
前两位。 进入 2011年以后，以法德为主的
欧系 B级车也开始抢登舞台的中心。

首先是年初，新君威换“芯”上市吹
响了欧系开拔的冲锋号。 新君威车型在
中国市场已打拼多年， 是通用汽车在中
国的拳头产品。 作为一款由通用欧洲设
计及工程开发中心领衔研发的车型，与
其说新君威是美国车， 不如说它是欧洲
车来的更贴切。 7 月，秉承一汽-大众“引
进原汁原味德国精品汽车”的理念，全新
迈腾在杭州闪亮登场， 于年中时分再次
吹响了欧系车进攻的集结号 。 而 C5
2012 款作为东风雪铁龙的战略车型，传
承雪铁龙九代高级轿车的精髓以及雪铁
龙品牌 92 年的造车精华， 全新上市后，
再次让欧系车聚焦在闪光灯下。

可以说， 这三款欧系车均出自名门，
各自的品牌实力都较为强劲，具备了与日
系传统强将雅阁、凯美瑞一较高下的实力。

动态舒适
C5 领衔欧系“升舱”

欧系崛起的背后， 是中国车市在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后，人们的消费理念的
转变，即消费者从注重外观到注重汽车
的舒适和品位的消费观的改变。

说到舒适， 静态的乘坐舒适性是日
系车成为 B 级车市场佼佼者的重要原
因。 但随着消费者的转变， 今年这种只
看重静态舒适的观念趋势似乎在悄悄
发生变化。 正因此，以 C5 为首的欧系车
得以脱颖而出。 C5 的这种动态舒适，既
不同于凯美瑞和新天籁的单纯的静态
舒适，又不同于迈腾、新君威的激进车
身反馈，而是真正将性能与舒适融为一
体。 而从静态舒适到动态舒适的转变，
形象一点说，完成的是 B 级车从“经济

舱”到“豪华舱”的完美“升舱”。
值得一提的是， 一向以 “人性科技

创享生活” 的主张带来更多用户价值的
东风雪铁龙， 此番全新打造了 C5 2012
款 2.0L 尊享型，显示出出击 2.0L 细分市
场的决心。搭载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并
全面关注驾乘人员的安全， 为驾乘人员
提供最为舒适的车内享受。 这一切显然
也是在靠技术反超竞争对手，在自我“升
舱”的同时，也将 B 级车的竞争门槛提
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此外， 东风雪铁龙的营销渠道和服
务网络也同步全新升级，预计今年 4S 网
点将增至 350 家以上。 某位东风雪铁龙
4S 店经理表示：“目前的消费者不再局
限于对柔软座椅、豪华音响的追求，而是
更加注重驾驭中的舒适享受和完善的售
后服务带来的全方位的价值感受。 ”

毫无疑问，2012 年的中国 B 级车市
场，新一轮“升舱”大战仍将继续。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 12 月 15 日， 2011 长沙车展
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
作为全球最著名的高档汽车品
牌之一、中国高档汽车品牌市场
的引领者， 一汽-大众奥迪携包
括 A1、A8L、Q7、R8 在 内 的
A\Q\R 三大系列、9 款车型构成
的高档汽车品牌阵容强势参展，
以强势产品组合展示奥迪品牌
强大的产品实力和“进取、尊贵、
动感”的核心价值。 与此同时，于
今年 11 月 19 日在广州隆重上市
的一汽-大众奥迪全新产品奥迪
A7 Sportback 闪耀亮相奥迪展台，充分
展现四环品牌背后充满情感色彩的感
性魅力，诠释全新的生活方式。

据了解，本届长沙车展是奥迪 A7
Sportback 正式登陆中国市场后首次
在湖南地区亮相。 延续了奥迪家族设
计美学的 A7 Sportback， 其设计灵感
源自奥迪品牌最著名的车型———奥迪
100 Coupé S。 奥迪 A7 Sportback 集
轿跑车的运动优雅、 豪华轿车的舒适
性与旅行车的实用性于一身， 为奥迪

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细分市场———五门
高档轿跑车市场。 作为奥迪品牌最唯
美的车型， 奥迪 A7 Sportback 诠释了
奥迪完美的设计哲学， 为用户带来的
是视觉和驾控体验上的双重快感，而
其传奇的诞生过程更是成为汽车行业
一段不朽佳话。

除全新产品奥迪 A7 Sportback 之
外， 一汽-大众奥迪 A1、A3、A4L、A5/
S5、A6L、A8L、Q7、R8 等主力车型均悉
数亮相。 （王天笑）

奥迪 A7� Sportback
闪耀 2011长沙车展

东风雪铁龙 C5压轴领衔车市“升舱”
定格“欧系 B级车年”

长沙保时捷中心
携保时捷全系车型集体亮相车展

� � � � 如火 如荼 的长 沙 车展
上， 在市场上一直有着优异
表现的奔腾品牌携奔腾 B70、
奔腾 B50 两款主力车型强势
亮相。 据悉，为回馈长沙消费
者长久以来对奔腾的厚爱与
支持，车展期间，一汽奔腾推
出巨额优惠活动， 其中 B70
全系优惠超万元， 还有神秘
礼包相赠， 而 B50 也有巨幅
优惠。

作为奔腾旗下的第一款
车型， 奔腾 B70 自诞生以来
凭借超高的品质、 出色的性
能及人性化的超值配置 ，被
消费者誉为 “中高级轿车超
值首选”。 今年 5 月，全新的
2011 款奔腾 B70 “创·变”上
市，在外观 、内饰 、配置等方
面再次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
2011 款奔腾 B70 全新搭载了
D-partner 驾驶者伙伴系统，
拥有互联互通、智能导航、车
辆监控、生活商务、娱乐服务
五大核心模块和近 40 项功
能，更显人性、科技、智能，带
给用户未来汽车生活的美好
体验。

奔腾 B70 配置了 2.0L 及
2.3L 两款排量的发动机 ，适
应了不同消费者
的需求。 奔腾 B70
采用 S-VT（VVT）
可变气门正时控
制 、VIS 可变进气
歧管、VTD 可变进
气道 、VTCS 可变
滚流控制等领先
的技术，同时搭配
6 速手动变速箱或
者 5 速智能自动
变速箱，进而使澎
湃动力与节能环
保得到了的充分
的结合。 奔腾 B70

采用前双横臂、 后 E 型多连
杆的独立悬架设计， 为车身
提供了极佳的稳定性和轮胎
循迹性， 操控的快感流放于
指尖之间， 增加了车的可操
控性，以及安全能力。

与奔腾 B70 同一平台设
计生产的奔腾 B50，自 09 年
上市以来， 奔腾 B50 凭借着
越级的多方面表现， 迅速赢
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今
年 10 月，2012 款奔腾 B50 别
出心裁的网络上市 ， 打造
“全·值”好车。在保留了老款
车型空间大、 驾乘舒适等优
势的同时， 在内饰上再做精
心雕琢， 带给用户更为舒适
的驾乘感受， 让用户享受精
致的汽车生活。AT 换档手球
重新造型， 融入金属感的设
计 理念 ；3D 效果 组 合仪 表
盘，工艺精湛；集车虚拟影象
显示、 电动防眩目及指南针
功能、 蓝牙功能于一身的内
后视镜等 16 项最新升级配
置都从细节间展示 2012 款
奔腾 B50 造车工艺的精益求
精， 让用户驾车时可以感受
到 2012 款奔腾 B50 的精细
品质。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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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雪铁龙 C5 2012 款外观。

2012 款奔腾 B50 外观。

奥迪 A7 Sportback 闪耀奥迪展台。

� � � �本次长沙保时捷中心携全系车型登
陆第七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
充分体现了保时捷对本次长沙国际汽车
博览会的高度重视。 参展车型包括：
Panamera Turbo S、 911 Carrera、Boxster、
Cayman S、Cayenne S Hybrid。 据了解，
长沙保时捷中心自 2009 年开业以来，
使湖南的不少保时捷爱好者有了越来
越多的机会近距离感受
甚至驾驶世界顶级跑车。

展出的全新 Panamera
Turbo S 将出色的性能与
效率以及一流的驾驶动态
和舒适性独特地结合在一
起，4.8 升 V8 双涡轮增压
发动机可输出 550 hp（410
kW） 的功率。 另外一款
911 Carrera， 该车作为保
时捷最经典的车型配备
3.6 升 动 力 单 元 的 911
Carrera的最大输出功率为
345 bhp（254 kW）。

长沙保时捷中心总

经理漆赤先生表示：“长沙国际车展是
华中地区的一次汽车盛会， 为此我们
也倾情参与， 力求能给保时捷爱好者
们提供一个高品质的展台。 湖南对于
保时捷来说一直是十分重要的市场，
长沙保时捷中心将更好地为长沙及周
边的客户提供全方位的专业服务。 ”

（王天笑）

Panamera Turbo S 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