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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主流合资小型 SUV评测

随着宝马、奔驰、奥迪
等豪华品牌新推车型价格的
不断下拉， 主流合资品牌传
统优势车型———轿车的市场
空间在不断被压缩，而 SUV
市场也成为了大家最为看重的“救命稻
草”。 小型 SUV 市场，因其价格低、利润
薄，早在几年前各大合资品牌都还无心染指，一度
被认为是自主品牌的“自留地”。

随着车市竞争的加剧，这车市“最后的蓝海”也悄然变
色，一股小型 SUV浪潮迅速席卷各大合资品牌。 日前，东
风日产劲客以最低 9.98 万元价格的推出，更是将这一
细分市场的价格区间下探到了 10万元以下。主打
年轻市场，价格 10 万元出头，能享受购置税优
惠的 1.6L以下排量，知名合资品牌，越野
车型……这也的确让许多第一次购
车的消费者怦然心动。 笔者也
特意对市场上几款主流合
资品牌进行对比，看
看它们各自优
势 都 在
哪里。

今年 7月，广汽菲克在迎来销
售公司成立两周年的同时，也创下
成立以来年度同期累计销量新高。
整个 7月份，广汽菲克完成销售超
过 1.5 万台， 今年累计到目前，广
汽菲克增速一路领跑，稳居合资车
企前三。 1-7 月，广汽菲克国产车
销量突破 12 万台， 同比增长

63%， 继续大幅领先于行业增幅，
更实现了自 2015 年 12 月以来连
续 20个月同比增长。

在最新的行业销量表现中，合
资品牌 SUV 市场 6 月同比增长
13%， 广汽菲克 6 月国产 Jeep 同
比增长 94.5%， 超过行业增幅 7
倍。 其中， 全新 Jeep 指南者继续

“人气王”本色，6 月排名合资紧凑
型 SUV第 2位， 已成为市场公认
的“18 万元必买车型”。 作为全球
SUV 领导品牌，Jeep 即将迎来今
年全球销量的“百万”达成，同时在
中国，Jeep也将历史性迎来第 100
万位用户，“双百万”达成在即。

（谭遇祥）

8 月 19 日， 东风日产星沙专
营店“11 周年店庆暨厂价直销会”
将在长沙中南汽车世界的店内举
行。 据悉，为了回馈一直以来支持

东风日产的广大消费者，届时到店
即可享 11重店庆大礼。

11重大礼包括：诚意礼———缴
纳 100 元诚意金， 成功订车赠送
950 元交强险一份；到店礼———预
约到店享守时和互动双重礼（茶具
5件套 +整箱王老吉）；专属礼———
网络客户到店享专属订制到店礼，

订车网上支付 1 元

送飞利浦空气净化器；抽奖礼———
店庆订车，赢取 coach 名品、时尚
平衡车、 品牌彩电等幸运订车礼；
特享礼———订车即赠价值 4800元
新车装饰与港澳 4 人游（详见现场
说明）； 呵护礼———店庆现场抽取
百桶机油；订制礼———贷款购车享
零首付、零月供、零利率、零等待、多
层按揭优惠（指定车型）； 迎新
礼———老车换新车， 最高补贴
11000 元现金；荐新礼———老车主
推荐新客户购车，享 500元现金积
分；增购礼———日产车主增购最高
享 2000元现金积分； 骐迹礼———
购骐达额外享 5000元大礼包。

据了解，新天籁、新奇骏、新逍
客、新蓝鸟、新轩逸等车型都将在
本次周年庆上享有特别优惠，车型
最高优惠接近 3万元。

（东日供稿）

8 月 11 日晚，浙江卫视第二
季《中国新歌声》第五期迎来导师
抢人的收官之战。 作为战队集结
前的“赛点”，为之后“魔鬼六次方
循环大逃杀” 的战队混战提前准
备， 导师们在选择学员时更加慎
重，采取“定点打击”策略。

伴随本季节目进入晋级赛，
节目官方指定用车———长安马
自达新 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
（以下称新昂克赛拉） 也将开始
迎来新的“特别任务”———担当
选手们登台前的备战“战车”。 面
对全新的晋级赛制“魔鬼六次方

循环大逃杀”，选手们在酝酿“制
敌杀手锏”的曲目时，更重要的
是要有强大的对战心态，新昂克
赛拉的摩登外观、 动感内饰、精
准操控等“独门秘籍”将助选手
们一臂之力。

（谭遇祥）

Jeep“双百万”达成在即 广汽菲克连续 20个月同比增长

《中国新歌声》即将进入晋级大战 长安马自达新昂克赛拉迎来“特别任务”

东风日产星沙店 “11周年店庆暨厂价直销会”即将举行

□何尚武

合资品牌逐鹿小型 SUV 市场

三款车型比较 ，XR-V
继承了东本在 SUV 领域的
良好口碑， 但 1.5L 主力车
型的各方面配置都略显不
足， 可能与其主打 1.8L 车
型的战略不无关系，面对细
分市场内越来越多的挑战
者，显然还需拿出更多“硬
货”； 自由侠在发动机和变
速箱方面优势明显，通过性
和安全性也有其独到之处，
而油耗和性价比方面显然
也有可提升的空间；劲客外
型酷炫，更迎合年轻群体喜
好， 配置和价格也很有诚
意，已然是以“搅局者”的姿
态剑指 1.6L 以下小型 SUV
市场。随着更多合资新车型
涌入这一细分市场，一场车
市大戏将如何发展，值得业
界期待。

小 结

东风本田 XR-V
价格区间� 12.78-16.28 万元
推荐车型 1.5L CVT经典版（指导价 13.78万元）
发动机 1.5L 自然吸气
变速箱 CVT 无级变速箱
长×宽×高 (mm)� 4270×1772×1605
轴距(mm)� 2610

一眼望去，XR-V 的外型在三
款车型中稍显稳重， 少了几分年轻
的锐气， 但在细节上的雕琢还是十
分到位， 比如中网的烤漆塑料装饰
板和镀铬装饰的搭配， 看上去质感
十足。飞翼式的方向盘，还有整个中
控面板上多媒体系统和空调出风口
的排列也是极具个性。其 1.5L自然
吸气发动机和匹配的 CVT 无级变
速箱,可以用中规中矩来形容。 配置
方面也同样如此，发动机自动启停、
全景天窗、 无钥匙启动等配置都需
要在 1.8L 车型中才有， 但自动挡
1.8L 车型售价已经快到 15 万元，
不能不说是有些遗憾。 即便如此，
XR-V在细分市场中仍然取得不俗
表现，多次问鼎小型 SUV 单月销量
冠军，应该与 CR-V 等车型浸淫多
年的口碑也不无关系。

广菲克 JEEP 自由侠
价格区间� 13.48-19.68 万元
推荐车型 180T 动能版+（指导价 13.98 万元）
发动机 1.4T 涡轮增压
变速箱 7 速双离合变速箱
长×宽×高 (mm)� 4250×1805×1695
轴距(mm)� 2570

东风日产劲客
价格区间� 9.98-13.48 万元
推荐车型 1.5L CVT 智领版（指导价 13.48 万元）
发动机 1.5L 自然吸气
变速箱 6 档 CVT 无级变速
长×宽×高 (mm)� 4295×1760×1588
轴距(mm)� 2620

作为长沙本土车企生产的车型，自由侠外型方面可以说体现了“敢为
人先”的特点，多个矩形组合中网与圆大灯的前脸，既彰显了个性又加入
了 JEEP 的复古元素，尾灯设计的“X”元素还增添了几分俏皮，在街头十
分吸引眼球。 搭载的 1.4T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7速双离合变速箱组合，使
其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在三款车型中略胜一筹， 但从其油耗数据来看也
高出不少。相比于其他两款小型 SUV，自由侠轴距略显紧凑，在通过性上

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还是有 JEEP 的血统在内。 同
时，2017 款全新 Jeep 自由侠在中国 C-NCAP“完全

正面碰撞试验”等测试中获得五星安全认证，
安全系数方面也占据优势。

三款车型中，劲客的外观显然更酷炫一些，粗壮的
V型镀铬装饰条、 回旋镖式的 LED前大灯以及悬浮式
的车顶都让这台小车看上去十分张扬。劲客的内饰配有
全黑和橙黑两种颜色，并且中控台的层次感很强，功能
区域划分清晰，整体很显档次。 劲客搭载的 1.5L自然吸
气发动机和 CVT变速箱，也是其所擅长的组合。 从空
间和配置方面来看，劲客都要略占优势，不仅 2620mm
的轴距在几款车中最大， 配置方面其车道偏离预警、主
动安全系统、 并线辅助等系统都是同价位车型中独有，
常见的倒车影像、无钥匙启动等 1.5L� CVT智领版也都
配置了，应该说性价比要相对更高。 位于长沙中南汽车世界的东风日产星沙专营店。 （资料图片）

决战车市“最后的蓝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