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大集团
张家界助学自驾游落幕

3月29日，在张家界慈利县，一
支由45台丰田RAV4组成的“庞大”
车队引得路人纷纷注目。 这是庞大
集团张家界助学自驾游的队伍。当
天， 庞大集团一汽丰田长沙和信店
联手株洲、娄底、衡阳、益阳、永州及
江西萍乡共7家一汽丰田庞大集团
的经销商， 率近110名车友前往张
家界慈利县岩泊渡广济小学助学，
给那里的学生送去了书包、词典、体
育用品、音乐器材、棉被等价值10
万元的物资。

岩泊渡广济小学是慈利县较破
旧的一所学校。 该片区教学管理者
岩泊渡中学校长王作岩告诉记者，
目前， 广济小学共有46名学生，其
中有16名是贫困生，学校60%以上
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 学校现有二
至六5个年级， 但只设立了4个班
级，因为学校目前总共就4名老师。
“相对物质贫乏而言，其实，精神层
面上的陪伴对这里的孩子更为重
要。”王校长说。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宇慧

阿特兹入市在即
日系逆袭B级车市场

日前，一汽马自达方面透露，国
产马自达6�ATENZA阿特兹将于4
月9日下线。“阿特兹将于今年5月
份正式上市销售，我们对其销量目
标暂定为每月5000辆。” 一汽马自
达汽车销售公司市场部副部长小
林圭表示。

这意味着， 日系B级车的主力
战将们将全部完成更新换代。作为
曾经中国B级车市的绝对优势集
群，日系车正在谋求向大众重新夺
回它的宝座。

在过去几年里，各大汽车厂商
均在中级车市场发起了一轮强烈
的竞争攻势。B级车市场原有的竞
争态势也被彻底打破。 传统B级车
强者日系车受到严酷挑战，而大众
旗下的全新帕萨特和迈腾则成为
了该细分市场新的主宰者。

B级车市场一直都是一片具有
独特战略价值的市场空间，得Ｂ级
车市场得天下。为此，从去年下半年
开始， 日系车企便针对旗下的B级
车开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销活动。
随着新凯美瑞、第九代雅阁、新天籁
等日系车的强势攻击，B级车的竞
争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帕萨特和迈
腾不得不重新启动消失已久的价
格战， 日系B级车的市场份额也在
逐渐回升。业内人士表示。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其他
日系B级车， 如凯美瑞、 雅阁等不
同，即将上市的阿特兹无论从外观
还是定位上来说，都更具年轻化和
个性化的特点。

按照业内人士普遍分析，目前，
在国内的B级车市场中，中规中矩。
但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 多样
性、个性化却已成为中高级车市场
未来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正是
阿特兹所迎来的市场机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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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发力，多款重磅新车3月上市
受到假期的影响，2月的车市几乎看不到几张新的面孔。 而随着汽

车逐渐进入正常销售轨迹， 各大汽车厂商也迫不及待地启动了今年的
市场布局，新一轮的新车潮也将出现，特别是3月下旬几乎每天都有一
款新车上市。看看哪些可以收入湖南车展的购车计划。

日前， 期盼已久的2014款
长安逸动在长沙正式上市。“从
1月份全国面市来，我们就一直
苦苦等待，希望它早点上市，今
天终于在湖南上市了。”湖南润
锦4S店负责人表示， 他们手里
的订单已经有好几十辆了。

2013年长安逸动全年销
售90723辆， 去年12月月销
售过万。 它在自主品牌中仅
次于帝豪EC7、 荣威350、长
安悦翔，位居第四。

备受期待的2014款逸动
在其外观、 内饰和配置升级

的同时，还将配备1.5T发动机。
至此， 逸动全系车型增加到8
款，其中1.6L共6款，售价为7.49
万元至11.79万元。 动力方面，
2014款逸动配备两款发动机，
包括1.5L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发
动机和1.6L全铝合金自然吸气

发动机。
长安汽车南区负责人蔡毅

表示， 长安汽车今年目标60万
辆，我们对逸动寄以厚望。

3月30日，东风风神一口
气将旗下的A60、S30、H30�
CROSS3款车全部推出今年
的小改款，同时上市。

东风风神A60凭借2700
毫米轴距超大空间、 最低百
公里6.5升超低油耗， 在J.D.
Power亚太公司公布的2013

年中国新车质量研究 (IQS)报
告中， 成为唯一进入中级车质
量TOP10的自主车型、 唯一进
入新车质量“百分阵营”的自主
车型。

紧凑型车S30拥有突破中
级车底线的5.98万元起售价，
加装LED日间行车灯， 并拥有

方向盘前后调节、7英寸液晶屏
智能交互系统、GPS导航等实
用舒适性配备。 其最低油耗百
公里5.9升， 并配备后双扭杆独
立悬架。 以巨大空间为卖点的
跨界车H30�CROSS，搭载了爱
信新一代变速器， 行车电脑新
增倒车距离显示。

上市时间：3月30日
车型选择：A60、S30、H30�CROSS东风风神全系推出2014款

上市时间：3月28日
价格区间：7.49万元~11.79万元

3月28日，传祺GS5超享
版驾临长沙， 开启全新擎动
静逸之旅。 本次试驾体验活
动的车型为今年3月新上市
的传祺GS5超享版。 动力优
化方面， 传祺GS5通过对发
动机与变速箱的优化调校，
使超享版动力表现更出色，

0-60km/h加速度时间减少
10%， 中油门开度加速及中段
提速的动力表现均有明显提
升。此外，由于变速箱液力变矩
传递效率的提高， 超享版车型
的起步加速性能也得到了提
升，但油耗却保持不变，兼顾强
劲动力表现和燃油经济性。

“传祺GS5超享版的推出
极大地丰富了传祺SUV阵营，
1.8T�AT超享版在一定程度上
拉低了1.8T车型的入门门槛，
让更多消费者能够提前享受T
动力带来的畅快体验， 使传祺
GS5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活
动现场，一位试驾者评价道。

上市时间：3月28日
价格区间：12.98万元~14.28万元传祺推出GS5超享版

湖南上市 ▲

3月26日，东风日产乘用车
公司副总经理任勇在安徽黄山
正式宣布， 新势代奇骏自即日
起，在全国各专营店正式上市，
采用2.0L与2.5L发动机，共2个
级别9款车型，官方指导价格为
18.18万元~26.78万元。

从预售的情况来看， 新奇
骏的价格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据相关人士介绍，截至目前，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新
势代奇骏订单数量已经破
万。可喜的成绩，源于新奇骏
全新的设计和定位。 新奇骏
从外观、内饰、空间和配置等
方面都有所提升，很显然，东
风日产在增长最快和潜力最
大的SUV这个细分市场是有

大目标和野心的。
过去十年， 东风日产构筑了

以新天籁为旗舰，以轩逸、TIIDA、
骊威、 阳光四款月销过万的明星
车型为核心的轿车产品集群，现
在， 东风日产已经构建了途乐、楼
兰、奇骏、逍客覆盖全尺寸SUV到
紧凑型SUV的全产品谱系。

同时， 东风日产正式启动

围绕东风日产逍客车型的“伴飞”
计划。购买逍客的消费者，均可获
得“配置升舱，越级享受”、“金融
升级， 提前享受”、“来店有礼，超
值享受”三大服务。与此同时，为
了让更多消费者提前享受到逍
客， 东风日产还推出了特惠的金
融服务优惠解决方案，零月供、零
利率即可零负担畅享逍客生活。

尽管A0车市场呈现下降
态势，但是国产A0车的配置却
追赶中高级车。 原本只有中高
级车才有的全景天窗， 而今在
A0级小车上有了表现。

3月25日，售价约5万元、拥
有1．43平方米大天窗的长安新
奔奔上市， 这也是国内首款整
体安装全景天窗的两厢小车。

长安汽车集团总裁张宝林
说， 新奔奔由长安汽车日本研
发中心牵头， 集日本和重庆两
地设计中心优势资源合作完
成，定位于视觉系乐趣小车，主
要突出惊艳造型和科技配置，
是最炫酷的自主品牌小型车，
也是长安国际化的战略小车。

长安汽车副总裁龚兵介

绍， 新奔奔搭载
了全新一代发动
机， 不仅加速性
能更优越， 而且
具有绿色环保低油耗
的优势。 面积达1．43平方米
的整体式全景天窗， 可视面
积是普通天窗的3倍，也是首
次在国内两厢车上采用。

据了解，新奔奔共推出5款车
型，售价从4．79万元到5．69万元。

A0级小车也玩全景天窗

新奇骏搅局SUV车市
上市时间：3月26日
价格区间：18.18万元~26.78万元

上市时间：3月25日
价格区间：4．79万元~5．69万元

全国上市 ▲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刚 刘宇慧 彭小竹

2014款逸动新增1.5T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