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改政策出台后， 买车成
为了公务员中的热门话题。长
沙某机关公务员说， 他单位有
15个人，原来4人有车。现在，没
车的11人中6人打算购买汽车。

记者从一家颇有品牌知名
度的汽车4S店获知， 公务员及
事业单位员工购车势头升温很
快。 今年该店销出300多辆车，
其中60%左右来自公务员消费

群体。 东风日产星沙店表示，车
主中公务员占了三成以上，其中
新轩逸更是深得公务员的认同；
通用别克车主中公务员占三分
之一； 来自广汽丰田一家4S店
的数据，中高级车凯美瑞车主中
公务员也占了三成以上。

记者走访了解到， 家用型
代步车， 是公务员消费群体的
主流选择。 大部分公务员比较

看重车型的性价比， 买车很看重
安全和服务。 目前已购车或准备
购车的普通公务员群体， 多数选
择中档价位的汽车， 选择三厢的
多于选择两厢的。

“公务用车少了，公务员私家
车将变多。”申湘星沙众兴4S店相
关负责人坦言，这次车改，力度大，
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变购
车观念，“很多公务员看中的都是

紧凑车型， 之前就有一位科级干
部， 自己买了辆十几万元的朗
逸。”

以前， 纯民间消费和公务性
消费， 是长沙汽车消费两大主要
板块，而最新的增长点是：为数众
多、 遍及各行各业的公务员及事
业编制员工。业内人士表示，公车
改革， 更给公务员汽车消费添上
了一把火。

公务员群体购车逐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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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2014�BMW�3行动
启动仪式在北京金港国际赛车场
举行。 作为BMW品牌最具标志性
的体验式营销活动之一， 创立七
年、 超过30万人参与的BMW�3行
动今年将回归赛道，淋漓尽致地展
现BMW�3系的运动基因和高档运
动轿车销量冠军的操控魅力，释放
人车合一的“纯粹驾驶乐趣”。

据介绍，本届BMW�3行动城
市选拔赛将覆盖全国90个城市，
覆盖城市数量与去年相比增加一
倍。BMW�3系标准轴距和长轴距
车型都将加入赛道挑战， 部分车
辆将配有专属定制装备， 为选手
增添更多驾驶乐趣。

记者了解到，BMW�3行动城
市选拔赛从3月下旬至8月举行，
其中，长沙站的选拔赛时间定于6
月4日至8日。目前，活动招募已启
动，凡年满20周岁，驾照为2012年
前获取， 身体状况良好的车友可
前往就近的宝马4S店报名。 选拔
赛中脱颖而出的选手将有机会晋
级全国总决赛， 参与国内专业赛
道挑战。 最终产生的40名驾控高
手， 将获得极具吸引力的欧洲终
极之旅大奖。届时，将体验拥有近
百年历史并被誉为全世界最美的
一级方程式赛道的比利时斯帕赛
道， 并探访位于慕尼黑的宝马集
团总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宇慧

公务员购车热：车商不太“感冒”

宝马邀你
体验最美赛道

未来照进现实
从“前卫”的苹果和Google，看“传统”的CARWINGS与安吉星

3月初， 苹果发布旨在融合iOS设备
和外部车载信息娱乐平台的平台性质软
件CarPlay。 这也被视为苹果将要进军汽
车界的一个信号。

除了苹果，早在今年一月份，Google
也发布了Open�Automotive�Alliance（开
放汽车联盟，简称 OAA），进军车载平台
市场。不难看出，车载平台已开始成为这
些IT厂商下一个要争夺的“蓝海”市场。

现在来看，一场“未来”与“传统”的
车载平台大战即将打响。

作为东风日产目前看重的智能车载
平台，“CARWINGS智行+” 智能全方位
行车服务系统，主打三重功能———安防系
统、环保驾驶以及信息顾问。目前，东风日
产旗下包括新世代天籁在内的多款车型
均搭载了“CARWINGS智行+”系统。

信息顾问即人工服务， 用户轻点屏
幕即可连接服务专员， 以人工的方式为
用户提供目的地设定和路径规划， 同时
服务中心可以依据实时路况为用户提醒
最优路径。

“CARWINGS智行+”系统的安防系
统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紧急救援和防盗
抢。紧急情况下，按下头顶上方的“SOS”
键，可获得紧急救援服务。

当车辆发生拖吊、入侵等异常情况，
“CARWINGS智行+”服务中心会即时通
过短信、电话等途径，向用户发出预警通

知。并通过GPS定位服务，追踪车辆动态。
而且在3年服务有效期内丢车，还能获得
针对东风日产整车同等价值赔付。此外，
“CARWINGS智行+”系统还能对车辆状
况实时监测，出现异常时主动提示用户。
服务中心更会根据车辆的行驶状况，及
时向用户发出车辆保养通知。“CAR-
WINGS智行+”系统通过车载感应装置，
能够对油耗及用户的驾驶习惯等指标实
时检测，并进行统计评分和即时诊断，最
后为用户提供驾驶习惯的优化建议，帮
助用户降低行车油耗。

东风日产的“CARWINGS智行+”系
统的细节和易用性上有着不错的表现，而
且其服务中心7*24小时全年无休，能随时
提供专人专属服务，十分人性化，不过在
获得资讯的渠道上，有着一定的局限性。

近日，苹果正式发
布iOS7.1正式版， 新增
加全新 CarPlay功 能 ，
CarPlay可以将iPhone手
机的绝大部分基础功
能，包括Siri语音助理工
具，iTunes音乐播放，苹
果地图以及短信服务，
通过触摸车内的驾驶
控制面板，或方向盘上
的一个功能键触发。

至于Google的OAA
联盟，则希望进一步开
发并优化Android�系统
的汽车应用，为汽车消
费者提供更加方便、安
全的使用体验以及更
加舒适畅快的驾驶感

受 。 种种迹象表明 ，
Google有意融合Google�
Glass、Google�Map、无人
驾驶技术， 搭建一个前
所未有的车载平台。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东风日产的“CAR-
WINGS智行+” 智能全
方位行车服务系统和通
用的安吉星系统， 作为
目前车载平台的佼佼
者， 他们的普及率已无
需多言。需要指出的是，
作为传统车载平台的代
表，他们的易用性、人机
交互能力等， 在目前的
市场上还是很有竞争力
的。

安吉星，也就是OnStar，是通用
汽车公司的一个全资子公司， 成立
于1995年， 旨在通过无线技术和全
球定位系统卫星向汽车提供的完善
无线服务，全球拥有数百万用户。

安吉星主要为车主提供“碰撞
自动求助”、“紧急救援”、“安全保
障”、“导航”、“车况检测”和“全音控
免提电话”以及通过手机系统应用
操作实现车辆位置查询、目的地查
询及发送、车况检查、远程操控等
多项功能。

总体来看，人工语音服务、手机
应用都十分强大，但相比之下部分
搭载安吉星的低端车型的车载屏
幕功能有限，有时甚至需要通过手
机实现，例如导航，在开车过程中使
用略显不便。

无论是CarPlay、OAA联盟的
理念，还是“CARWINGS智行+”系
统、安吉星，我们都可以发现车辆
与手机互动已经成为了未来发展
的一个大方面。

对比之下，CarPlay、OAA联盟
这样的未来派代表，拥有炫酷的呈
现方式和强大的获取信息渠道，但
目前仍需加强对车辆自身信息、异
常的反馈；而以“CARWINGS智行
+”系统、安吉星为代表的传统派，
在已经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情况
下， 则需要在车辆与手机互动、信
息获取渠道上再下功夫。

CarPlay�&�OAA联盟 东风日产“CARWINGS智行+”智能全方位行车服务系统

通用安吉星

随着公车改革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公务员身影出现在汽车4S店里。 （资料图片）

随着一般公务用车
的取消， 颇为庞大的公
务员群体的用车问题摆
上了桌面。在长沙，越来
越多的公务员选择购买
私家车, 逐步形成一股
新的购车热潮。

不过， 记者走访车
市发现， 对于公务员群
体的购车需求， 湖南各
大汽车经销商似乎并不
“感冒”。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杨刚

业内预计， 随着各地车改
的深入推进， 公务员群体将带
来新的购车需求。 车企率先行
动， 积极备战公务员这一细分
市场。广汽丰田、北京现代、上
汽荣威、通用别克、广汽传祺、
北汽绅宝等纷纷推出针对公务
员特有的政策。

据悉， 广汽丰田已经出台

支持政策， 帮助经销商拓展公
务员群体的购车需求。 据广汽
丰田坤宝4S店负责人介绍，以
前厂家对各个行业和单位都有
大客户购车优惠政策， 而现在
个人购车被纳入大客户购车优
惠方案中。

北京现代也看到了公务车
市场变局中的新机会。 北京现

代在去年推出一款新的中高级轿
车名图， 就是瞄准公务车采购以
及公务员群体个人购买市场。

而在长沙的大部分车商似乎
并不感冒。记者了解到，除了兰天
集团和中汽南方推出过公务员专
属政策， 其他的汽车经销商集团
并没有太多的动作。

一家经销商集团负责人表

示，“我们不想把人群人为地分
开。 如果对公务员推出了专属政
策，别的消费者就会问，凭什么他
们可以享受优惠，我们不行，就因
为他们是公务员吗？”

另一家大型汽车经销商副总
经理也赞同这一观点。 同时他还
表示公务员专属优惠很多就是一
个噱头，从原有的政策转嫁过来。

车企备战，车商不太“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