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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 东风悦达起亚中高端车型K5�
Nu， 携起亚全球领先科技Nu发动机在长沙
地区全“芯”上市。作为K系列首款车型，K5自
投放中国市场以来，广受消费者青睐。

此次上市的K5�Nu将Nu发动机之名作
为车型名称的“专属名片”， 其全新搭载的
Nu2.0发动机， 已被成功运用在去年上市的
2012款智跑上， 并获得消费者一致好评。其
最大功率高达162Ps， 最大扭矩194N·m，动
力输出领先同侪，激发车主的驾驶乐趣；而重
量则比老款锐减9％，仅117.4Kg，为车身减
去不少负担，节油性能得到了提升；再搭配6
挡自动变速箱，合理的档位分配、与发动机的
完美契合，让操控更加流畅，同时也进一步减
少燃油损耗。经过全面升级之后，K5�Nu此次
定价15.98万元-24.98万元，以更高的性价比
和更具品质魅力的产品真情回馈消费者。

■记者 樊超

湖南车市热切盼望五月车展

起亚K5�Nu全“芯”上市

虽然离5月3日至7日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的2012湖南
汽车展览会（以下简称湖南车展）还有五十天，但湖南车展已真真
切切成为了湖南消费者和车友最关注的焦点。 记者近日从车展组
委会获悉，想买车和对汽车感兴趣的车友，每天都将组委会的车展
咨询热线电话打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目前车市中的外展活动多
如牛毛，但不论是从优惠幅度、新车数量还是购车环境等等方面来
讲，湖南人真正热切盼望的只有五月份的湖南车展。

不少汽车厂商对记者说，湖南有个
怪现象， 只有大规模的车展上好卖车。
聪明的消费者平时会很注意积累自己
对爱车全方位的了解， 而真正出手，则
要等到集中了各种优势资源的大型车
展。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今年5月将是消
费者最好的购车时机。据他们分析，今年
春节后湖南车市不温不火， 很多车型的
优惠政策都已经大幅回收， 不少经销商
都在按兵不动， 与等待出手的消费者形

成了博弈的局面。而在5月举办的湖南车
展，正是汽车厂商集中发力市场的时候。
因为这段时间正是汽车厂商完成上半年
任务最关键的“100米冲刺”阶段，厂商都
将组织最充足的货源， 拿出最大的优惠
政策，诱惑消费者及时出手。此外，为了
备战本次车展， 各大厂商都有节奏地储
备了大量现车资源， 消费者不需排队等
候，更不需加价提车，而这也将成为湖南
消费者一个绝好的购车良机，2012湖南
车展很可能掀起湖南车市的购车狂潮。

2011年，中国车市的增速放缓，但仍
然稳稳占据着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的宝
座，全球所有车企无疑更坚定了“扎根中
国”、“把最新产品投放到中国” 的决心。
2012年4月23日，目前国内最高规格的北
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在北京举行， 而仅
仅10天之后，2012湖南汽车展览会又将
接过北京车展的旗帜隆重上演。

可以预见的是， 几乎所有在4月北
京车展上亮相的最新车型都将空降5月
湖南车展， 众多汽车厂商都会于5月份
在湖南市场推出全新车型。届时，几乎

国内外所有汽车品牌都将参加本次车
展，多达200余家参展单位、接近7万平
方米的展区面积，将再次刷新湖南车展
的纪录。2012湖南车展组委会秘书长马
湘滨表示，“湖南车展已经办出了特色和
影响力”，相信湖南车迷车友及消费者将
能在本土享受到不逊于北京车展的汽
车盛会。而作为湖南车展的主人，湖南
汽车经销商都将全力支持这一车展，并
将竭尽全力争取汽车厂家的支持，特别
是最新车型的加盟，为车展的成功举办
做出贡献。

一年一度的湖南车展即将上演。记
者从车展组委会获悉， 主办方不仅为湖
南人民准备了一份惊喜的饕餮盛宴，制
订了诱人的车展最低价格， 更将为广大
消费者打造舒心购车的环境和完备的购
车服务。业内人士指出，与时下遍地开花
的外展活动相比， 被誉为“中部第一车
展” 的湖南车展在规格方面拥有无可比
拟的优势，“一种选择是在露天菜市场买
车，一种选择是在喜来登买车，两种购车
环境确实有天壤之别。”据悉，本次湖南
车展90%的参展品牌是以原厂展具参
展，规格之高直逼北京车展。此外，车展
组委会介绍， 湖南车展还将与多家金融
机构联手，在现场为购车者提供免担保、
免抵押、零利息、零或低手续费等等优惠
和配套服务，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记者 樊超

新车数量创纪录

优惠力度最诱人

购车环境无可比拟

【市场综述】
在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城市 SUV 市

场， 日前下线的传祺 GS5， 区别于紧凑型
iX35、CR-V 等车型， 以 2710mm 轴距的大
尺寸切入中型都市 SUV 市场， 在汽车基本
价值操控和动力上优势明显，丰富配置远高
于同级车型， 在通过性等 SUV 车型特质方
面表现突出， 成为 13-23 万区间城市 SUV
先锋力量。

2011 年中国 SUV 占乘用车整体市场份
额达到 10%左右， 欧洲、 美国分别是 15%、
25%，相比之下，国内 SUV 市场还有很大发
展空间。 在这一细分市场中，15万 ~25万价
格区间的车型较为主流，云集 CR-V、途观、
逍客、RAV4、IX35等重量级车型。

传祺 GS5 中型尺寸的定位和 IXS35、
CR-V为代表的紧凑车型形成差异化，突破
紧凑型 SUV底盘尺寸上的限制， 以 4732×
1854×1680mm的长宽高， 以及 2710mm 的
轴距，凸显大空间优势；同时，传祺 GS5吸纳
国际前沿的时尚与科技，在欧洲高性能底盘
基础上全新打造，2.0LDCVVT 发动机配备
爱信变速箱，并以前瞻性设计、人性化体验
和丰富的驾乘乐趣， 布局国内中高端城市
SUV市场。 传祺 GS5日前公布的售价 12.38

万起，更突显其价值感。

大空间切入中型 SUV市场
纵观市场上 15-25 万级城市型 SUV 后

发现： 紧凑型 SUV 车型轴距均在 2700mm
以内，同级别车型中，轴距超过 2700mm 只
有传祺 GS5。

广汽传祺相关负责人表示，“正是看到
国内中型城市 SUV 的市场空白， 我们决定
研发一款具备动感时尚造型、 较大空间、优
秀操控感与舒适驾乘完美平衡的中型城市
SUV”。

传祺 GS5车身尺寸达 4732mm/1854mm
/1680mm，轴距达 2710mm，超大的尺寸能够
为乘客提供更为舒适的驾乘空间和最大容
积可达到 1350L 的后备箱空间。 正是这种
“以大空间换大市场”的市场策略，也让传祺
GS5 在日益扩容的中型城市 SUV 市场中抢
先卡位。

随着城市 SUV 市场消费观念的变化，
“大空间” 概念更加凸显。 在中型城市 SUV

市场， 传祺
GS5洞悉先
机， 以差异
化的空间优
势 抢 先 布
局， 主销车
型价格控制
在 12-15
万， 比同级
合 资 车 低
3-4 万 左
右， 性价比
优势也十分
明显。

欧洲底盘平台 +2.0LDCVVT+ 第九代
博世 ESP

追求汽车基本价值：操控动力安全

纵观 15-25 万城市 SUV 市场， 多数紧
凑型 SUV更注重舒适性。 传祺 GS5 是基于
欧洲高性能平台全新开发， 采用前双叉臂、
后多连杆四轮独立悬挂组合， 注重通过性，
操控更加精准、路感更加清晰，达到舒适性
与操控性的完美平衡。

传祺 GS5 搭载了 2.0L�DCVVT 和 1.8T
两款发动机。 2.0L�DCVVT发动机采用智能
连续进排气可变正时技术， 最大扭矩达到
187/4500N.m/rpm，动力充沛，燃油经济性
好； 采用欧洲尖端涡轮增压科技的 1.8T 发
动机动力更强劲。 匹配爱信手自一体变速
箱，兼顾舒适性与驾驶乐趣。

传祺 GS5 装载的 i-4WD 智能适时全
能四驱系统可随时转换模式，能在瞬间完成
对后轴扭矩从 0~100%的最合理分配， 在各

种路况都能够从容驾驭。
安全配置方面，传祺 GS5 毫不吝啬。 同

级车型中，传祺 GS5唯一配置博世最新第九
代 ESP系统，与 GAC车辆碰撞吸能技术（乘
员舱 95%以上的骨架采用高强度钢材）、
TPMS 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一起，使驾驶者
能够安心享受欧系底盘带来的驾驶乐趣。

全方位人性化科技配置
传祺 GS5 的优势在于不仅有超越同级

的大尺寸，以及对操控、动力、安全等汽车基
本价值的极度追求， 更以全方位科技配置，
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人性化用车需求。

EPB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AFS 智能随动
大灯系统、TPMS直接式胎压监测系统等，目
前仅在途观、奥迪等欧系车上才有此配置。

此外，传祺 GS5全系标配后排空调出风
口的双区独立空调，前排座椅带高低温双模
式电加热功能、带腰托驾驶席座椅更体贴的
做到 10 向电动调节， 智慧行车电脑组合仪
表盘显示多达十几项行车信息。 180度双画
面广角倒车影像系统， 带来更宽广倒车视
域；3D 智能语音导航系统，配以 7 英寸彩色
高解度触摸屏、高保真音响系统等，满足人
性化用车细节需求，以国际领先人性化科技
配置，打造自如畅享前沿车生活。

点评：ix35、智跑、逍客等市场主销车型
售价在 16 万 -19 万之间，传祺 GS5 售价从
12.38万起， 其中 2.0L�MT精英版 13.38 万、
2.0L�AT 精英版 14.98 万， 主销车型价格区
间在 12万 -15万， 较日韩系畅销 SUV 低 3
至 4 万元左右，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业内人
士分析， 传祺 GS5以大空间的差异化定位、
高质感精致内饰、丰富的高端科技配置以及
高效动力组合，进军中高端都市 SUV市场。

■文 /罗军

传祺GS5���大尺寸卡位城市 SUV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