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新车 2012年3月28日 星期三 编辑/刘宇慧 图编/言琼 美编/聂平辉 校对/刘湘C04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日前，三亚海棠湾海棠广场一改以往的
风姿， 被浓郁的包豪斯艺术风格所渲染，俨
然将游人带入了一场包豪斯现代艺术展。一
汽-大众全新速腾借海棠广场所蕴含的“更
高、更快、更强”之奥林匹克风强势登场。据
了解，全新速腾此次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
区间为13.18万元~18.58万元。

完美阐述“包豪斯”理念
在全新速腾上市活动上， 一汽-大众董

事总经理安铁成告诉记者，全新速腾不仅是
中德双方股东20多年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的
结晶，更是激励一汽-大众坚持不懈、勇于创
新的新起点。

在速腾成功的基础上，德国大众、一汽-
大众的工程师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消
费者的需求，发现速腾的消费者，不仅追求
速腾与生俱来的超高品质，更期望速腾能在
保持动感驾驭的基础上， 更具时尚和舒适
感。这一需求，恰恰让大众的设计师们找到
了全新速腾的设计灵感之源———包豪斯艺

术理念。

创领A+级车安全新标准
全新速腾作为A+级车的标杆，关注安全是

必不可少的。从生产源头来讲，全新速腾诞生于
国际领先的一汽-大众第三工厂， 该工厂技术
实力、 生产设备已全面与德国大众接轨。 而其
中，全球领先的激光焊接技术、冷焊铆接技术、
水溶性表面漆的使用、 大量超高强度热成型钢
板的采用， 均让全新速腾在真正实现超越品质
的同时，全面提升了车型安全、舒适程度。

此外，全新速腾不仅拥有46项主动安全设
置，27项被动安全设置， 更将全新速腾全系配
备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此举使全新速腾成
为国内唯一一款全系标配ESP的A+级车型。

一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咏
表示：“全新速腾的上市， 不仅是一汽-大众跨
上年产销百万辆新台阶后的首款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的产品， 而且对于整个中国A+级车市
场，也同样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新标准。”

■记者 田泽伟 实习生 贺冠军 刘雨薇

“质”造A+级车市新标准
———一汽-大众全新速腾强势登场

在渴望运动激情的消费者
心中， 拥有一辆具有个性外形、
并融合强劲动力、具有赛车灵魂
的都市型轿跑，是每个充满激情
人的向往，而随着位于新韶东路
西雅特湖南众特店进入试营业，
这些消费者的向往也开始进入
倒计时。

日前，记者从湖南众特店市场
部获悉， 西雅特Leon旗下三款展
车已经抵达展厅，并已经开始全面
接受预订，订金10000元，感兴趣
的朋友可以去店内咨询品鉴。

西雅特是为营造驾驶乐趣
而生， 为点燃驾驭激情而造。因
此，西雅特的每款车型，注定会
成为个性消费者的宠儿。 据了

解， 首次引入中国并即将在本月
31日上市的Leon是一款具有赛车
灵魂的都市型轿跑车， 它不仅具
有独特外形，并融合了强劲动力。
据介绍， 西雅特Leon采用的是与
大众高尔夫6相同的PQ35平台，共
有Sport运动版、FR高级运动版以
及更高性能的Cupra与Cupra�R
版本，其中，Leon结合了跑车的动
感外形和五门轿车的功能性，而
TSI汽油发动机的运用，则更好地
将驾驶乐趣和最新节油结合在一
起。据了解，这种紧凑的涡轮增压
发动机配备了燃油缸内直喷技
术， 可在持续输出强劲动力的同
时降低油耗。

■记者 田泽伟

小钢炮西雅特Leon到店 接受预订

作为全球的豪华车品牌 ，
Acura在全球拥有超过400万的
车主，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拥
趸。日前，为感谢Acura湖南广大
车主及朋友的支持与厚爱，讴歌
湖南顺熙店举办了“非凡科技 驰
享讴歌”两周年店庆狂欢晚会感
恩回馈活动。本田技研工业（中
国） 投资有限公司Acura讴歌事
业部部长津村先生也亲临了现
场， 与特邀嘉宾一起见证了
Acura湖南顺熙店2周岁的狂欢

时刻。
2009年，Acura在湖南的登

陆占据了湖南汽车的高端市场。位
于中南汽车世界的讴歌湖南顺熙
店，成为了湖南地区的唯一一家特
约4S店。作为湖南地区特约4S店，
讴歌顺煕以其优质的服务回馈给
客户，4S店的月销量一直呈逐步
上升的趋势。2011年湖南顺熙4S
店Acura销量全国排名前二；单一
车型湖南销量也名列前茅。

■记者 田泽伟

讴歌顺熙店举行两周年客户答谢狂欢夜

一汽-大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胡咏先生公布全新速腾价格。

�������领袖者和跟风者的区别就在于创
新。 ———史蒂夫·乔布斯

源自于创新的力量和开拓的勇
气，苹果公司成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
商业帝国。无论 iPhone、 iPad 遭遇的疯
抢，还是由其打造的 App�Store�生态，
无一不展现出创新的光彩。 如今，由
这种创新所激发的力量已经改变了
全世界的生活方式，开辟出全新的商
业格局。

在中国汽车市场上， 同样有着以开拓
精神引领新格局的车型，2月 22日，国内城
市 SUV市场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迎来换代
车型，全新CR-V在三亚闪耀登场。 发布
会上，东风Honda以“The�Innovator”（开拓
者、革新者）定义全新 CR-V，表达出作为
市场开拓者的十足信心和万丈豪情。

作为城市 SUV 开拓者，历代 CR-V
都在洞察市场潜在需求的基础上， 打破
思维定式， 从而打造出代表着市场最新
发展趋势的产品。

上世纪 90�年代， 本田在轿车的基础
上融入新的构思， 打造出兼具轿车舒适
性、 经济性和 SUV 卓越驾驶性能的
CR-V，在传统的轿车、越野车分野中开
辟出全新的市场领域。 基于精准的产品
定位、出众的产品力及成功的市场战略，
第一代 CR-V 获得了极大成功， 城市
SUV 也由此成为风靡全球的新生产品。

2002 年，第二代 CR-V 问世，在上
一代的基础上加入了流线的设计元
素，外观更为时尚大气，动力性能也有
了进一步的提升。 此款 CR-V 作为东
风 Honda 的战略车型一举成名， 并由
此成为中国城市 SUV 的开山之作。 凭
借更加时尚的 SUV 外型以及自身所具
备的高安全、高动力、低排放、低油耗
综合优势，CR-V 以超凡实力迅速抢
占国内 SUV 市场，中国城市 SUV 时代
由此开启。

2007 年第三代 CR-V 再次震撼业
界，并一路高歌猛进，引领国内车市走向
全新格局。 经历两代逾十年的研究积淀，
第三代 CR-V 在外观方面再一次全新
设计， 将 SUV 车型进一步缩短与城市，
与年轻人的距离。 第三代 CR-V 满足了
国内对于商务型 SUV 车型的需求，引发
了近年来中国 SUV 市场的狂飙猛进，彻
底引领中国 SUV 市场从小众到主流的
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CR-V 进入中国以
来，取得“7 个 No.1”以及“五星 +”安全
无上荣耀，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连续四
年取得中高端 SUV 销量冠军。 2011 年，
在老款 CR-V 产品周期的最后一年，仍
取得超过 16 万辆的年销量成绩， 开创
又一个属于 CR-V 的市场“神话”。

闪耀登场的全新 CR-V， 再次展

现出开拓者的视野和格局。 在前三代
演化的基础上，精准全球最新消费潮
流，本田设计师大胆革新，通过创新
性设计将运动化车身与豪华感同步
提升，着力于开发一款既适合商务场
合，同时在个人休闲时也不失个性的
车型，从而再次打造出代表最新发展
方向的城市 SUV。

每一代 CR-V 的升华，都与最前沿
的科技， 最潮流的时尚相贴合， 这正是

Honda 赋予 CR-V 的敢于创新、 不断开
拓的 DNA 体现， 也使 CR-V 始终站在
市场发展的最前端。 全新 CR-V 不仅展
现出本田对城市 SUV 发展趋向的最新
把握，而且也展现城市 SUV 最新发展潮
流。 从这个意义来说，全新 CR-V 不仅
仅是第四代 CR-V， 更是第四代城市
SUV 的代表。

开拓者，引领新格局。
文 / 李文托

开拓者 引领新格局

多媒体接口。 科技演绎，自然之美。五速自动变速箱。 多功能中央置物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