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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4 月 23 日开幕的 2012 年北京
国际车展上，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发布
了将在中国增长显著的 SUV 细分市场
上加大力度、扩充产品阵容的计划。

首 先 ， 全 新 跨 界 SUV “Mazda
CX-5 将从今年夏天开始， 通过长安
马自达销售网络投放中国市场。 作为
在本届北京车展上完成中国首发的全
新跨界 SUV 车型，“Mazda CX-5”在
发动机、变速箱、车身、底盘等各组成
部分都全面采用了新一代 “创驰蓝天
技术”，同时实现了上乘、舒适的操控
感和卓越的燃油经济性。 作为首款采
用马自达全新“魂动”设计主题的量产

车， 该车型在外观上模仿了猎豹纵身
扑向猎物时的的矫健身姿， 表现了强
大的生命力和跃动感。

其 次 ， 大 型 跨 界 SUV “Mazda
CX-9” 计划将于明年初登陆中国市
场。 “Mazda CX-9”是一款 7 人座的
跨界 SUV， 其外观设计融合了力量感
与典雅流畅的风格，不仅拥有 3.7L V6
发动机带来的澎湃动力， 还实现了轻
松容纳三排座椅的宽敞空间和丰富便
利的实用功能，目前已投放美国、澳大
利亚等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按照
计划， 马自达将于明年初从日本进口
该款车型， 通过一汽马自达网络上市

销售。
再次， 目前由一汽马自达销售网

络 负 责 销 售 的 进 口 中 型 跨 界 SUV
“Mazda CX-7”计划将于今年年底在
一汽轿车实现国产。 “Mazda CX-7”
融合了跑车与 SUV 的双重特征，拥有
明朗的都市风格与干练外观， 凭借出
色的行驶性能和卓越的功能性， 赢得
了用户的一致好评。

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 CEO 山田宪昭表示：通过本
届北京车展， 马自达将在中国市场增
长最为迅速的 SUV 领域同时推出
CX-5、CX-7、CX-9 三款系列车型 ，
以进一步推动马自达在华业务的迅猛
发展。 这三款跨界 SUV 系列车型都完
美体现了马自达 “Zoom-Zoom”的造
车理念。

4 月 23 日， 以 “创新·跨越” 为主题的
2012 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
心隆重开幕。 在这一众多车企争奇斗艳的舞
台上， 广汽丰田携全新第七代凯美瑞、 汉兰
达、 雅力士和逸致以及进口车型 ALPHARD
埃尔法、FJ 酷路泽、ZELAS 杰路驰等全系 9 款
车型盛装亮相丰田展台， 为消费者带来一场
绝美的汽车盛宴， 而且此次广汽丰田还突破
以往，带来令人惊艳的“三大亮点” 。

亮点一：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荣获 C-

NCAP“五星+” 树立安全新典范

4 月 18 日，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C-
NCAP 评价结果公布， 全新第七代凯美瑞在
正面 100%重叠刚性壁障碰撞、 正面 40%重叠
可变形壁障碰撞以及可变形移动壁障侧面碰
撞等 3 项试验中，表现极为出色，获得安全最
高评价“五星+”。

此次全新第七凯美瑞获得 C-NCAP 五
星+安全评价，不仅为中高级车树立起安全新
典范， 更是打破了日系车不如德系车安全性
能高的传统认知误区， 为中高级车树立了全
新价值标杆。

亮点二：
“凯美瑞家族” 全阵容登场

四箭齐发震撼车市

以一个品牌、四大车系亮相，是广汽丰田
此次布展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上市在即的油
电双擎混合动力车型凯美瑞·尊瑞，作为此次
领衔车型亮相车展，备受各方关注。 而凯美瑞
及凯美瑞·骏瑞自去年底正式上市以来赢得
好评无数，风光一时无二。

除此之外，广汽丰田旗下汉兰达、雅力士
和逸致等也悉数亮相，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
目光 。 尤其是装配全新外装套件的逸致
CROSS 版车型和雅力士概念车， 更是受到
热捧。

亮点三：
首设“心悦二手车”展区 深

化品牌竞未来

与往年车展不同的是， 广汽丰田还首次

在车展上专门设置了 “心悦二手车 ”展区 ,让
观众全方位地体验广汽丰田独具特色的 “专
业、诚实、信赖”的“心悦二手车”服务。 “心悦
二手车”品牌自去年发布以来，以业内最为周
到的 203 项检测项目 , 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
支持和认可。借助“心悦二手车”，广汽丰田将
进一步深化品牌建设， 并全面提升渠道服务
水平，为顾客提供最满意的购车、用车体验。

4 月 19 日， 一汽欧朗上市发
布会暨“为青春喝彩”音乐盛典在
北京万事达中心隆重举行。此次发
布会不仅宣告了一汽欧朗的正式
上市，同时也公布了一汽欧朗的售
价为 6.28 万-8.98 万元。 此外，丁
当、尚雯婕、吴克群、苏打绿诸位当
红艺人轮番登台献唱，为观众奉上
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音乐盛宴。

一汽欧朗是中国一汽为年轻
消费群体倾力打造的全新品牌，着
力通过 “激情夺目的时尚”、“国际
一流的品质 ”、“可感知的科技 ”、
“360°安全”四大商品卖点，为年轻
一族带来全新的驾乘享受。

这一夜的万事达中心，洋溢着
青春的气息，奇异炫丽的光环闪耀
四周。 丁当、尚雯婕、吴克群、苏打
绿先后登台，倾情演唱了各自为一

汽欧朗全新打造的单曲。 这一刻，
一汽欧朗“激情、活力、时尚、运动”
的品牌格调仿佛化身为跳动的音
符， 充溢着现场的每一个角落，点
燃了每一个人心底涌动的激情。

拥有诸多亮点配置的一汽欧
朗， 继承了一汽轿车一贯的超高

性价比优势 。 1.5AT 尊贵型仅售
8.98 万 元 ，1.5MT 基 本 型 仅 售
6.28 万元。 这不仅满足了事业刚
刚起步的年轻一族的用车需求 ，
也将是一汽欧朗开拓未来市场的
一柄利器。

(谭遇祥)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公布 Mazda� CX-5、Mazda� CX-9 上市计划
以及Mazda� CX-7 国产化方案

马自达将在中国市场扩充 SUV系列产品阵容

凯美瑞四大车系精彩亮相
广汽丰田“三大亮点”闪耀北京车展

问：车市如今不很景气，凯
美瑞提出中高档车第一的目
标，现在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

李晖：可以看到，其实从
我们新的凯美瑞上市到现在，
四个月的销售，总体来说一到
三月份，第一季度它的市场表
现还是比较令我们满意的。在
中高级车的市场中， 我们 2.4
到 2.5 这个排量的车，是绝对
占市场第一位的。 2.0 这个车
型相对于去年同期，以及其他
一些竞品，我们认为 2.0 车型

提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问 ：去年广州车展，现在

叫“凯美瑞经典”这款车当时是
停产，为什么现在又列为复产？

李晖：关于凯美瑞经典版
这款车，去年我们提出“垂直
换代”， 去年的时候第六代凯
美瑞全部停产。 现在推出 2.0
凯美瑞经典版，初衷跟目的也
向大家做一个交代。其实现在
刚刚说到的，第一个 2.0 这块
市场争夺非常激烈，消费者选
择的目标也是非常多。第二个
我们现在的消费群体也发生
了变化。他们购买车辆的需求
也发生了改变。比如说我们的
消费群体正朝年轻目标这部
分客户转移， 这部分年轻群
体，他们对车辆的追求，综合
因素考虑，他们更加侧重于对
价格因素的考虑。他们希望在
他们收入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购买一款他们心目中希望得
到的好车，这也是目前目标市
场发生的一个转变。

访谈速记：
广汽丰田副总经理李晖答本刊记者问

“为青春喝彩” 一汽欧朗激情上市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携
NISSAN、启辰双品牌重磅登陆
本届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 在
启辰展台， 首款量产车型启辰
D50 正式上市， 启辰品牌首款
EV 概 念 车———启 辰 e -Con鄄
cept 也首度亮相。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宣
布，启辰 D50 即日起在全国范
围内上市销售， 四款车型售价

为 6.78 万元～8.38 万元，并将全
面享受“3 年或 10 万公里”质保
政策。 同时，任勇发布了启辰品
牌未来 5 年的“V3（V 立方）”战
略规划，“V 立方”涵盖品牌、品
质、销量三个层面，提出了“筑
魅力品牌、树标杆品质、创百万
销量”的行动纲领，为启辰品牌
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行动蓝图和必达目标， 显示出
东风日产志在将启辰打造为主
流品牌的信心与决心。

启辰 e-Concept EV 概念
车型的展出， 宣告启辰品牌将
积极进军新能源汽车市场。 任
勇介绍，在启辰品牌成立之初，
东风日产就着眼于环境保护和
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 启动了
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并将电动
车作为主要发展方向 。 e-
Concept 概念车作为启辰进军
新能源汽车领域的首个成果 ，
动力性能、 续航里程等设计参
数已经达到了行业领先水平。

（谭遇祥）

东风日产启辰发布 V3规划
启辰电动概念车 e-Concept首发

本届北京车展上， 长城汽
车两款新 SUV 终于揭开面纱。
一款是混合动力———哈弗 E，
它搭载长城新一代混合动力系
统和太阳能电池发电系统，
实现低能耗 、低噪声 、低污
染的“三低”设计理念。 整车
设计轻量化和信息化，代表
了未来技术趋势 。

据了解，混合动力系统
是长城重点在研项目 ，将
BSG 轻混系统、电驱动轴系
统等混合动力技术应用到整车
设计当中。 其中的太阳能电池
发电系统集成于全景天窗中，
可以保证车辆吸取太阳能，即
使在四驱条件下保证了节能环
保的优势。

另一款则是战略储备车哈
弗 H7。 定 位 于 高 端 全 能 型
SUV 的哈弗 H7， 主要面向高
端家庭客户， 企业与行政事务
机构采购。在安全方面，高强度
钢及镀锌钢板、德系车身结构、
ESP、全方位安全气囊等主被动

安全系统， 缔造磐石般安全后
盾。

哈弗 H7 整车配置高档丰
富，如 AFS、盲点检测、双 DVD
屏、电动记忆座椅、超大尺寸天
窗等。 在安全性配置方面，前后
铝制防撞梁、ESP、坡道辅助等。
全车采用高端车型惯用的承载
式车身， 纵置四驱布置， 匹配
2.0L 直喷增压动力 、6 速手自
一体变速器， 和先进的悬架系
统， 能够在公路性能与越野能
力上实现完美平衡。 （谭遇祥）

哈弗 E、哈弗 H7揭开神秘面纱

作为国内最具份量的大型
车展盛宴， 本届北京车展自然
吸引来各大汽车厂商。 近年来
发展快速的众泰汽车此次参
展， 不仅带来了 Z300 及 T600
首发亮相， 更以一个综合性汽
车企业的崭新姿态惊艳登场。
尽管 Z300 曾经在上海和广州
车展上出现， 但此次北京车展
的亮相还是引起了较高的关注
度。 作为众泰汽车实现多品类
并进的一个突破口，Z300 承担
着众泰战略转型的重任。此外，
众泰汽车的另一款中级 SUV
车型———T600 也在北京车展
上首发亮相， 与 Z300 一起辉
映众泰汽车展台。

除了 Z300 和 T600 新车
亮相外， 众泰汽车的其它热销
车型也纷纷在北京车展精彩绽
放。 众泰拳头产品 5008 连续 5
年蝉联中国小型 SUV 产销冠
军，获得“自主小 SUV 常青树”
的美誉； 基于欧洲品质标准打
造的紧凑型家轿众泰 Z200 更
是拥有全面高于竞品车型的品
质，赢得消费者的广泛好评。此
外， 还有两款新能源汽车也出
现在众泰汽车的展台上。 多款
车型以不同风格、 不同定位满
足不同消费者的购车需求，在
北京车展上， 共同为消费者带
来多重精彩体验。

（谭遇祥）

“品智 创越 价值”

众泰 Z300北京国际车展全球首发亮相

相关链接———

●Mazda CX-5 外观。

●凯美瑞尊瑞外观。

●广汽丰田副总经理李晖
正在回答记者提问。

●长城汽车哈弗 E 外观。

●上市会现场。

近日， 奇瑞 A3CVT 自动
挡车型在威海成功上市， 推出
了 1.6LDVVT 发 动 机 搭 载
CVT 自动变速箱的全新动力
组合， 更增加塞纳金车身颜色
和米白色内饰 。 本次 A3CVT
上市共包含四款车型 ， 凭借
8.58 万元起售的厚道价格 、奇
瑞 A3 卓越的产品品质和先进
的科技配置， 再度引发消费者
与媒体的强烈关注 。 据悉 ，
A3CVT 自动挡车型已经在全
国各奇瑞 4S 店陆续到店。

奇瑞 A3 不仅是奇瑞十年
磨一剑的经典车型， 也是自主
品牌 A 级车的扛鼎之作。 除引
入国际先进的核心零部件之
外，据奇瑞相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一款由奇瑞自主研发、 生产
的 CVT 变速器获得国家 41 项

专利， 开创了自主研发的新境
界； 并拥有包括模拟手动、自
动、 雪地、 爬坡等四种驾控模
式， 适合多种路况下的驾驶需
要。 另外，经英国 MIRA 公司
多年精心调校的配备四连杆独
立悬架的底盘 ， 也为奇瑞 A3
带来前所未有的自由驾控；五
星安全车身+全系标配 ESP，缔
造奇瑞 A3 非同一般的安全品
质。 此次奇瑞 A3 再推 CVT 车
型， 无疑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
顺滑、激情的驾驭感受。

（徐萌）

畅享你的激情
奇瑞 A3� CVT自动挡激越登场

●奇瑞 A3CVT 外观。

谭遇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