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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猎豹与法国 Pilote集团强强联手
中国首家中外合资房车制造企业在长沙成立

何尚武

11月 2 日， 由法国 Pilote 集团和湖南猎
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湖南湃力特
旅居车有限公司”的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

顺应市场趋势

首家房车合资企业落子星城

旅居车在我国习惯称之为“房车”，属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 目前欧美发达国家房车休
闲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美国房车
保有量 1130 万辆，而中国房车休闲旅游刚刚
兴起，房车保有量只有 4.5万辆。近几年来，我
国政府相继出台鼓励和支持旅游产业发展和
汽车露营地建设的系列政策， 推动旅居车产
销量迅速增长， 预计未来五年内产销量将超
过 70%的增长速度。 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及市
场背景下， 法国 Pilote 集团和湖南猎豹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抓住中国旅居车市场快速发展
的机遇，合资成立“湖南湃力特旅居车有限公
司”，成为目前国内第一家专业从事旅居车制
造和销售的中外合资企业。

据介绍， 湖南湃力特旅居车有限公司第
一期投资 4000 万元，双方以对等现金方式投

资， 未来五年内项目总投资逐步增加到 3 亿
元。将引进和开发 B、C系列自行式旅居车、拖
挂式旅居车以及营地旅居车， 同时进口并销
售欧洲原装高端 A、C自行式旅居车以及旅游
露营相关产品。 2018 年规划产销量 500 辆，
2019 年产销量 1500 辆，预计到 2020 年产销
量可达到 3000 辆以上，占据中国旅居车市场
15%的份额。

跨越时空牵手

省产“猎豹”有望再次腾飞

法国 Pilote 集团成立于 1962 年，总部位
于法国南特，是一家具有 55 年专业生产制造
旅居车的欧洲著名企业， 拥有从入门级到高
端的五大品牌系列旅居车产品， 其中 Pilote
品牌旅居车在法国连续多年产销量第一。 湖
南猎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知名的自主
品牌汽车制造企业， 近年来其紧紧围绕湖南
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坚定不移地实施深化
企业改革，整合资源、拓展发展空间，壮大企
业实力，取得了优秀业绩。 其中猎豹品牌荣获
了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等荣誉称号，
自主研发的猎豹 CS10 获得湖南省首届创新

奖中的“产品创新奖”。
目前， 猎豹汽车已形成“1234” 发展布

局，即一个总部（湖南长沙），两个研发中心
（猎豹汽车研究院和长沙工程院）， 三家核心
零部件公司（长丰动力、衡阳风顺车桥和中德
变速器），四个整车生产基地（湖南永州、湖南
长沙、 安徽滁州和湖北荆门）。“十三五”期
间，猎豹汽车将坚持聚焦 SUV、皮卡和新能
源汽车细分市场， 不断扩大产销规模。 确保
公司在 2016 年至 2020 年的五年间，年复合
增长率超过 50%， 到 2020 年实现整车产销
突破 50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 8 万辆），年

营业收入突破 500 亿元，年利润总额突破 20
亿元， 实现 A 股市场上市和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

长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湖南猎
豹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李建新在签约仪
式上表示：“我相信，这是一个支点，也是一座
桥梁，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定能描绘美好的
明天。 我们一定恪守约定，信守承诺，真诚合
作。 同时，我们也愿与法国 Pilote集团在新的
起点上，开展更为广泛、更加深入的合作，为
中国乃至世界旅游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作出新
贡献。 ”

10 月 28 日，以“在一起 更完美”为主题的
宋 MAX 幸福体验季暨万人交车盛典在包括长
沙在内的全国 26 个城市举行， 大美 7 座车宋
MAX 和车主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互动盛宴，
超强人气席卷全国。

在“万人交车盛典”的背后，是火爆的订单在
撑腰。 据悉，宋MAX上市一个月以来，累计订单
已直逼 2万台。目前各地经销商已陆续出现现货

供应不足， 用户排队等车现象。 随着订单的暴
增， 比亚迪汽车在全力推进生产进度，力争将完
美的产品快速地交付到用户手中。

作为开启比亚迪全新造车时代的首款战略
车型 ，宋 MAX 既拥有“Dragon� Face”设计语
言，大 7座的空间，又承袭宋平台 SUV 的底盘和
五星安全，特别是其“智慧生态互联”系统引领
了车界潮流，12.8 英寸 4G 大屏， 通过开放式安
卓生态，可支持上百万种应用。智能语音控制、导
航、听音乐、看直播、打游戏、购物，开启车联生活
无限可能。在上市公布售价之后， 比亚迪的十足
诚意更是得到消费者的一致赞许。据比亚迪相关
负责人介绍，在车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比亚迪
汽车组织本次全国宋 MAX 万人交车盛典，不仅
是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也是为
了让更多家庭更早享受到“在一起 更完美”的用
车生活。

（谭遇祥）

日前，“一茶一马 四味
横行”一汽丰田长沙车友会
益阳自驾之旅在梅溪湖举
行了盛大的发车仪式，来自
长沙的威驰、卡罗拉车主与
主流媒体聚在一起，24辆小
车井然有序向益阳出发，也
拉开了一汽丰田长沙车友
会探访茶马古道，品鲜美大
闸蟹的序曲。

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
城市，从城市到乡村，邂逅
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生
活， 这是自驾游的美妙之
处。 美丽的风景远离城市的
喧嚣， 让车友们流连忘返，
趣味的游戏更是增进了车
主与家人，车主与车主之间
的关系。 本次自驾游活动让
平时忙碌的车主抛开工作
和烦恼，陪同家人一起享受
欢乐时光。 据介绍，此次举
办这个活动的宗旨就是为
一汽丰田长沙的消费者服
务，拉近一汽丰田与广大车
友的距离，回馈车友，让车
友真正感受到我们的关怀
服务、贴心服务、人性化服务，让一汽
丰田的消费者不仅在购买车后无忧
使用， 同时也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架起一座汽车销售商与消费者的互
动桥梁。 一汽丰田长沙区域方面表
示， 今后还将陆续举办类似活动，以
求未来更好地为广大车主提供完善
的服务。 （谭遇祥）

10 月 22 日—31 日，长安马自达第
二代 Mazda� CX-5 （以下称第二代
CX-5） 全国媒体试驾会在滨城大连举
行。 作为“新感官 SUV”———第二代
CX-5 上市后的驾驭首秀， 其“人马一
体”的操控性能与精悍大气之美让每一
位驾驶者一试难忘，更为所有参与者呈
献出一场前所未有的感官饕餮盛宴。

本次试驾会，第二代 CX-5 为媒体
嘉宾们提供了丰富的色款选择。 对于崇
尚阳刚之美的男士来说， 全新出品的
“铂钢灰” 色在阳光下散发出铁矿石的
原始色泽，配合车身侧面从前至后的犀
利线条， 整车远观如立体雕塑一般；倘
若你是优雅的女士，随身总是携带 1 到

2 支心爱的口红，那么“水晶魂动红”色
将是你的不二之选。 相比“魂动红”，“水
晶魂动红”色彩艳度提升了 20%，浓度
提升了 50%，体现出马自达“匠涂”工艺
的再次进化。

在驾驭过程中，驾驶者可以直接感
知到精准的转向，充满韧性的“创驰蓝
天”底盘以及 2.5L“创驰蓝天”发动机直
接而充沛的动力。 但第二代 CX-5所搭
载的众多主动安全科技却在“润物细无
声”中呵护着驾乘者的安全。 据了解，第
二代 CX-5 装备了“加强版”的马自达
“i-ACTIVSENSE 智 能 安 全 辅 助 系
统”，空前强大的安全辅助，将带给驾驶
者前所未有的行驶安心感。 （谭遇祥 ）

第二代Mazda� CX-5
全国媒体试驾会举行

“长沙智造”宋MAX万人交车盛典席卷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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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奇瑞汽车华中大区瑞虎 5x 发布会在
长沙河西汽车城正式举行， 瑞虎 5x 是奇瑞汽车
基于 T1X 平台打造的一款面向理性、 独立、自
信、追求精致生活的“都市时尚精活族”重磅推出
的一款“好开”又“聪明”的 SUV。

据介绍，瑞虎 5x 基于 T1X 专业 SUV 平台，
融合了奇瑞、捷豹、路虎、观致的前瞻技术，性能
达到自主领先， 提供更出色的操控及驾乘舒适
性。动力上，瑞虎 5x搭载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与之匹配的则是爱信 6MT 和格特拉克 DCT 两
款变速器。其中，全新 1.5T+6DCT黄金双“T”动
力组合，最大功率 108 千瓦，1750 转即可达到峰
值扭矩 210 牛米， 实现 0-100 公里 / 小时仅需
9.7s，油耗低至百公里 6.5L。 1.5T 新发动机在优
化燃烧系统、冷却系统以及降低摩擦技术方面都
有新的突破，通过与博世、法雷奥、霍尼韦尔等众
多国际知名供应商的合作研发， 热效率超过了
37%，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谭遇祥）

奇瑞瑞虎 5x长沙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