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 月 29 日，2013 中国 （湖南）
汽车展览会隆重开幕，上汽集团携
旗下荣威 、MG 全系主力车型登
场。 其中，荣威旗下第二代战略车
型———代表“全新中国力量”的全
新荣威 550、MG6 新赛 季 BTCC
赛车，均实力亮相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 A 展馆 12 展位。 上汽乘用车强
大的明星车型阵容联袂出击，正在
以世界领先的科技实力彰显中国
力量 ， 以前沿个性的英伦设计引
领时尚风潮。

车展上，荣威展台人头攒动，观展
者络绎不绝，正是上汽乘用车新上市
的第二代战略车型———“第二代全时
数字轿车” 全新荣威 550 吸引了长沙

车迷的目光。
全新荣威 550 是上汽首款基于国

际领先的 DIS 全数字革新开发系统
打造的全新车型，搭载代表当下汽车
行业数字科技前沿发展趋势的 “D5

Ⅱ”数字智能化系统，以目前国内 A+
级车主流细分市场中最高科技含量、
最强技术水准，跨越同级、抗衡合资，
重新定义了中级车市场的新标杆，堪
称中国车系崛起的代表力量。

另外，对于年轻人来说，运动和激
情无疑是吸引他们的最佳元素，此次
湖南车展现场的 MG 展台可谓让他
们大饱眼福， 特别是 MG6 BTCC 冠
军版的惊艳亮相，成为了现场当之无
愧的人气王。 据悉， 3 月 31 日，2013
年 BTCC 大 赛 第 一 站 打 响 ，Jason
Plato 驾驶着 MG6 GT 再展雄风 ，首
战连夺两轮冠军。MG6 GT 的首战告
捷为车迷们拉开了一场王者争夺战
的序幕， 同时也证明了 MG6 与生俱

来的运动基因。MG6 有这样的能力让
你永远处在澎湃的激情中。 它的 1.8L
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 98 千瓦，最大扭
矩 170 牛米；而 1.8T 发动机的最大功
率达到了 118 千瓦、 最大扭矩 215 牛
米。 轻松输出澎湃动力和强劲扭矩，
在同级车中堪称霸道。 再加上 MG6
新颖独特的 Fastback 风秀造型， 兼具
跑车的流炫曲线和轿车的开阔空间，
不仅为每一根线条赋予了巧夺天工
的灵性，更是一举颠覆两厢、三厢形态
格局 ， 达到 UK Design 的美学新境
界。 本届车展上，MG6 更是以劲爆让
利回馈期待已久的长沙车迷，最高优
惠 36000 元， 限量版车型仅售 99800
元起。 （谭遇祥）

� � � � 5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以“乐享生
活”为主题、享有“中部第一车展”美誉的
2013 湖南车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盛
大举行。据了解，本届湖南车展由湖南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湖南省机械行业
管理办公室、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
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由长沙晚报、三湘
都市报、湖南省汽车行业协会(商会)共
同承办， 并得到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和长
沙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此次车展汇聚了上百个汽车品牌
的 600 多辆展车，有近 40 款在上海车展
推出的首发或上市新车， 陆续在车展上
进行中南区或湖南的首发上市，进口车、

豪华车参展阵容空前强大， 不仅有很多
难得一见的数十款顶级豪车， 国际车展
一线名模黄婷婷、 谌云荻等也来到车展
现场， 更有机会中到 1 辆价值 15.88 万
元的广汽菲亚特顶配版菲翔汽车大奖。

本刊记者从车展组委会了解到，一
楼展位主要以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为
主， 而进口豪华车品牌集中在展馆二
楼。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本次湖南车展
首次开辟了外展区，力帆、东南汽车、一
汽森雅 、东风风行、昌河铃木 、长安铃
木、长安汽车、长安商用车、长城、众泰、
华泰、全球鹰、仁孚二手车等，入驻室外
展区。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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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 月 29 日至 6 月 2 日，以“乐享生
活” 为主题的 2013 湖南汽车展览会将
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东风日
产东风日产 NISSAN 品牌携全系车型
盛装亮相。 在车展现场，本刊记者采访
了东风日产南区营销部华中二区总监
余飞、湖南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

本刊记者：东风日产针对本次车展

推出了“逍客特供版”，除了逍客外，还
有哪些车型有特别的优惠？

余飞：本次车展，我们主要针对两
款车推出了特别的优惠， 一是轩逸，轩
逸所处的区隔竞争力、比较激烈，而轩
逸是一款拥有非常有竞争力的家轿，深
受消费者喜欢，为此，我们推出了很多
的优惠；另一个是 SUV，逍客是一款跨

界车，在同级别中，其空间是最大的，性
能也是最优的，也是深受湖南消费青睐
的一款车。

本刊记者：湖南兰天作为东风日产
湖南最大的经销商，下一步继续开拓湖
南市场有什么计划？

汤国华：我们对东风日产非常有信
心，目前在湖南东风日产 NISSAN 品牌
11 家店，启辰 3 家，今年在湘潭、益阳
等地还有 2 家 NISSAN 品牌店，2 家启
辰品牌店处于建设中，只要消费者有需
求，未来，我们将考虑在县城建店。

本刊记者：目前南区的销售情况怎
样？ 湖南市场表现又如何？

余飞：南区所辖的六省截止到 5 月
25 日的销量已经突破将近 10 万，其中
NISSAN 品牌销量为 81706 台，启辰品
牌销量为 11671 台。

湖南是东风日产最为重要的市场
之一，其市占率是日系品牌之首，在所
有汽车品牌中处于第四位。 目前为止，
湖南的 NISSAN 品牌销量为 11138 台，
启辰销量也有 2023 台。 我们在长沙市
场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特别是一年两次

的长沙大型车展，东风日产的销量都是
遥遥领先竞争对手。

本刊记者： 东风日产今年的销量目
标是多少？湖南市场的销售目标又如何？

余飞：东风日产今年整体的销量目
标是冲刺 90 万。 湖南市场今年的销量
目标要高于去年，就目前的良好市场表
现来看， 要实现这个目标是不难的，因
为目前湖南市场的销量已经远超去年
同期水平，恢复到去年 9 月份之前的水
平。这得益于我们消费者对东风日产品
牌的信赖，得益于经销商团队的努力。

本刊记者：本次车展，我们看到东
风推出了一个“特供版逍客”，其价格特
别优惠，我们想了解下东风日产出于何
种考虑，推出了这样一个版本的车型？

余飞：今年上海车展期间，我们推
出了 SUV 三杰———楼兰、奇骏、逍客的
荣耀版。 逍客是一款非常受消费者欢迎
的跨界车， 是去年欧洲 SUV 车型销量
的冠军， 同时也是 NISSAN 品牌 12 年
全球销量冠军。 这样一款车型在湖南市
场的销量在 SUV 里面排名第二， 还有
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为回馈我们的消费

者，针对本次车展，我们推出了这样一
款售价仅为 119800 元的“特供版逍客”。

本刊记者：东风日产推出多款优质
产品同时，也推出了“七天包换”、“出险
代步”等多项服务，那在东风日产推出
的这些服务， 给东风日产带来了什么？
此外， 想问问湖南兰天董事长汤国华，
在经销商层面，目前这些服务消费者的
反馈情况如何？

余飞： 东风日产推出的这些服务，
在国内是走在行业前面。通过这些贴心
的服务，解决消费者在买车、用车及用
车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必将能够获
得消费者的认可，同时提升消费者对于
东风日产品牌的满意度。

我们的车主在用车过程中发生意
外，我们有保险管家来帮助客户实现一
站式的理赔；同时，我们有“出险代步”

服务，为消费者提供单次多达 10 天，全
年最高达 60 天的代步车， 而且手续非
常简单。 我们推出这些服务，就是希望
能够使得消费者享受到最为方便的汽
车生活，当然这需要整个汽车行业越来
越稳定。

汤国华：服务，对于我们经销商来
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非常重视
的。 拿出险代步车来说，我们在湖南的
十几家专营店有 200 多台，能够满足消
费者出险后的用车需求。为消费者提供
优质服务，自然能够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和忠诚度。 目前，兰天集团的保有客户
转介绍的比例超过 27%，这就是消费者
对我们服务最大的反馈。 此外，还带动
了保有客户的回厂率跟回厂台次，我们
专营店的售后产值从一两百万增长到
三四百万。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厂商协力 东风日产助推湖南车市
———访东风日产南区营销部华中二区总监余飞

湖南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

� � � � 5 月 30 日 ，中
国第一汽车集团公
司在国家体育馆鸟
巢 隆 重 举 行 了 以
“让理想飞扬”为主
题的红旗 H7 上市
发布会， 备受瞩目
的全新红旗终于成
功上市。 400 余位各
界嘉宾与媒体代表
出 席 了 本 次 发 布
会， 共同见证了红
旗 理 想 的 荣 耀 启
程。

红旗 H7 共有
3.0L 和 2.0T 两 个
排量的 5 款车型 ，
售价分别为 3.0L 尊
贵 型 47.98 万 元 ，
3.0L 豪 华 型 39.98
万 元 ,2.0T 尊 贵 型
37.98 万元 ，2.0T 豪
华 型 31.98 万 元 ，
2.0T 技 术 型 29.98
万元。红旗 H7 基于
自主化、 商品化的
发展原则， 定位于
“高档行政商务座·
驾”，直接对标国际

高档轿车品牌， 全力进军高端轿车市
场。

理想传承 前行不止
在发布会上，《档案》 揭秘环节全

面展示了红旗品牌及产品历史 ，从
1958 年第一辆红旗 CA72 问世至今，
红旗已经走过了 55 年的发展历程。半
个世纪风云变迁， 红旗始终坚持壮大
国家汽车工业的理想， 不断进行新车
型和核心技术的研发， 终于推出了全
新红旗 H7 车型。

红旗 H7 以“让理想飞扬”为品牌
主张，目标消费者锁定为“胸怀理想的
前行者”。一汽轿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晓军介绍说：“他们身经百战，坚
韧不拔， 通过不懈的努力和聪明的才
智获取事业的成功， 追求进取的精神
让他们将今天的成功视作下一段辉煌
的起点；他们具有全球视野，追求现代
生活，崇尚中国文化和东方智慧；他们
信赖并支持中国品牌， 他们深信并推
动大国崛起的脚步 ， 并努力为之奋
斗”。

“红旗 H7 完全有能力为这些人
追寻理想之路保驾护航”，张晓军坚定
的表示。 自信的背后，是红旗 H7 卓越
品质的强力支撑。

理念先进 科技领先
红旗是真正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

档品牌。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安铁成介绍说，“为了成功打造这一
高档品牌， 一汽轿车整合国内外先进
的造车理念进行设计和研发， 采用世
界一流的设备和工艺进行生产准备，
沿用高档轿车的标准进行品质保障，

建设了完善的销售服务网络， 制定了
高规格的服务标准， 全方位体现了红
旗高档轿车的风采， 展现了民族汽车
工业的最新成就”。

“作为‘高档行政商务座驾’，红旗
H7 的卓越品质可以概括为 ‘一大理
念、四大科技’”，红旗 H7 总设计师徐
世利这样解读红旗 H7 的核心竞争
力。

其中，“一大理念” 是整体构建设
计理念。 红旗 H7 从天安门的建筑艺
术中获得灵感， 将中国古代智慧和当
代先进轿车设计理念相融合， 将老红
旗的经典设计元素和现代工业科技相
融合，形成了局部和整体的统一，使得
红旗 H7 整体造型大气 、尊贵 、经典 、
富含科技感。

其次是“全感受舒适体验”。 红旗
H7 通过外后视镜、遮阳帘、空调出风
口自动摆风、自动校准时钟、驾驶员座
椅记忆等人性化设计，以及水杯架、车
载蓝牙、 电动调节及电动折叠外后视
镜、前后风窗除霜等多项细节，为乘客
提供细致入微的贴心服务。再次是“全
方位安全保障”。 红旗 H7 拥有高强度
车身、 开阔的视野和 Euro-NCAP 欧
洲五星成绩带来的超五星安全标准。

最后是“全路况平稳驾驭”。 红旗
H7 搭载自主研发的 3.0L 和 2.0T 两
种排量的发动机， 匹配 6 速手自一体
变速箱，拥有收放自如的澎湃动力；高
性能的底盘悬架系统铸就了红旗 H7
随心所欲的卓越操控； 主动夜视系统
ANV、大灯随动转向系统 AFS、AUTO
HOLD 自动驻车功能、第九代 ESP 系
统的运用， 使得红旗 H7 从容应对各
种复杂路况。

高端服务 体系保障
在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同时， 一汽

红旗把服务竞争力也提到了战略高
度。 为了给广大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
务， 红旗按照高档轿车品牌的标准建
设经销商网络： 目前已经在北京、上
海 、广州、长春、济南 、郑州 、杭州 、福
州、西安等 9 座核心城市，成功建设了
红旗城市展馆—“红馆”， 红旗 H7 上
市后，还将有 12 家“红馆”陆续建成；
同时， 为了保证客户能够获得高品质
的服务， 红旗已经在红馆所在城市建
成 11 家红旗专属服务中心，陆续还将
有 25 家红旗专属服务中心开业，完成
对全国 35 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覆
盖。

在具体服务措施上， 红旗 H7 将
执行高档轿车的服务标准：预约式、零
等待管理，全程一对一专属化接待，让
用户获得倍感尊荣的服务体验； 个性
化预约服务，数字化智能车间，为用户
提供卓越尊贵的服务感受。 中国一汽
还为用户提供了高品质的服务保障：4
年 10 万公里品质保障，担保期内零成
本养护保障， 遍布全国的九大备品中
心为经销商提供支持， 使得用户获得
满意的服务。

(谭遇祥)

� � � �在本届湖南车展上，众多刚刚
亮相上海车展的全新车型悉数登
场。 其中，代表法系精湛造车工艺
的标致进口车也携旗下全系在售
车型亮相车展，包括标致首款城市
SUV 4008、 经 典 跑 车 RCZ、
308SW 休旅车以及不久前刚刚上
市的 207CC 和 308CC 罗兰·加洛
斯版。秉承严谨、致雅、激情的品牌
内涵，此番亮相车展的标致全系进
口车产品，以其独到的设计理念及
其背后所倡导的激情、致雅生活方
式，完美诠释出本届车展“乐享生
活”的主题。

作为本届车展标致进口车阵容
中最大的亮点 ，207CC 和 308CC 罗

兰·加洛斯版吸引了公众的广泛关
注。 发布会现场，来自长沙的许文强

先 生 作 为
207CC 罗兰·加
洛斯版的中国
首位车主，接受
了标致中国交
付的车钥匙及
赠予的罗兰·加
洛斯纪念版网
球拍。 标致中国
总经理戚晓斐
先生表示 ： “十
分高兴地看到，
标致产品及其
倡导的生活方

式赢得了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的认
同。 值此 2013 年法网赛事期间推出

207CC 和 308CC 罗兰·加洛斯版，不
仅是对百年法网及其运动精神的致
敬， 更是希望借此给予追求自在生
活、乐于品质享受的中国新时代知性
成功者带去可感知的尊贵体验。 ”

作为法国汽车工业和职业竞技
领域的两大顶级品牌， 标致和法网
已结缘近 30 年。 自 1984 年以来, 标
致 陆 续 发 布 了 如 106，205，206CC，
306 敞篷，405 掀背及 806 旅行车等一
系列车型的罗兰加洛斯版本，远销世
界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总计售出近
120,000 辆。 如今， 罗兰·加洛斯版车
型已成为法网以及标致品牌百年历
史传承和精神契合的最佳注脚。

（王天笑）

� � � �赛车的激情是否让你心痒难耐？
操控的快感是否让你心情澎湃？现在，
一个让你感受激情驾驭的绝佳机会来
临了！

据悉，“随心驾驭，挑战激情”———
2013 雅力士全国挑战赛将于 6 月 15
日到 16 日在长沙步步高广场连续举
行两天，千万别错过，赶快来报名吧！
参加活动不仅能让你感受恣意操控的
快感， 还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丰
厚奖品。如果你顺利进入前三名，还将
在 8 月份代表长沙地区前往广州参加
年度总决赛，与各路英豪一决雌雄。

据介绍， 为了让消费者体验到更
具专业性和更富驾控乐趣的赛车运
动， 今年举办方为雅力士全国挑战赛
重新“量身定做”了一条专属赛道。 整
条赛道由雅力士的英文名字 YARIS

这五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 参赛选手
驾驶雅力士穿梭其间， 不仅可以挑战
各式各样的赛道设置， 还能开着雅力
士“划出”自己心中的 YARIS，刺激之
余，乐趣无穷。

活动当天， 主办方为满足现场消
费者的爱好和需求， 现场活动区还将
设置 “装箱达人挑战赛”、“酷车美人
拍”等互动游戏环节，消费者可以通过
参与这些互动环节， 获得挑战赛专属
礼品，甚至是购车礼包等等。

精彩赛事不容错过！ 如果你想体
验不一样的激情驾驭， 如果你想与各
路高手过招，敬请留意 2013 雅力士全
国挑战赛的活动信息， 也可以关注广
汽丰田的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
gactoyota，随时了解赛事的动态。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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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致 207CC 和 308CC 罗兰·加洛斯版湖南车展露脸

“中国力量” 、“赛道神兽”闪耀亮相
上汽全新荣威 550、MG6 BTCC 冠军版重磅登场

2013湖南车展日前盛大开幕体验激情驾驭
2013雅力士全国挑战赛长沙站战幕即将拉开

� � � �东风日产南区营销部华中二区总监余飞（右）、湖南兰天集团
董事长汤国华正在接受采访。

红旗 H7 外观。

进口标致展台。

全新荣威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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