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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汽车A24

会客厅

今年上半年，SUV和新
能源汽车是市场增长最快的
两个板块。对本土车企广汽三
菱来说，这两方面都在他们的
“饭碗里”。7月18日， 广汽三
菱副总经理杜志坚在 SU-
VNo.1挑战赛全国总决赛后
接受三湘都市报记者专访时
表示，我们未来产品战略将会
是SUV+新能源，广汽三菱将
引进iMiEV电动车， 加快新
能源车的布局。

下一款车型
引入新能源车

新能源汽车的蛋糕日益

扩大， 在本土车企广汽三菱
的规划中， 下一辆引入的车
型将是三菱 iMiEV电动车
型，现在正与政府方面洽谈，
准备前期先在长沙做小范围
的试运营。

在三菱汽车的未来三年
业务扩展计划中，到2016年，
将重点发展SUV和新能源车
型，其中混合动力和纯电动车
型将占新车比例的20%。三菱
生产的iMiEV电动车已经在
美国开始销售，它一次充满电
大约能行驶150km。

现在，广汽三菱正在争取
充电桩建设等方面的问题，不
过由于立项、审批等，还需要

一段时间。杜志坚说，三菱的
新能源汽车规划很完整，未来
广汽三菱不仅会引进iMiEV
电动车型，还会推出混动车型
的SUV。

体验式营销
成SUV主流趋势

作为市场的新兵，成立一
年多的广汽三菱今年上半年
销售业绩猛增， 总销量达到
2.95万辆，同比增长113%，全
年目标的已经完成了近44%。
特别是6月份， 达到7386台，
创了历史新高。

“我们通过SUVNO.1挑

战赛的举办， 征集到了1万多
条销售线索，这些都有助于冲
击6.8万辆的全年目标。”杜志
坚说，体验式营销已经成为市
场主流趋势。

其实， 体验式营销不仅
能直接表示出产品的魅力，
更是能达到集客和传播的目
的。

杜志坚告诉记者，他们去
年通过对销售的分析， 总结
出适合广汽三菱很有效的一
招，那就是体验式营销。除了
SUVNo.1挑战赛， 和前期哈
尔滨的冰雪试驾， 接下来我
们还有“丝绸之路万里行”活
动。 ■记者 杨刚

在潮湿闷热和疾风骤
雨中结束的“中考”自然叫
人心有不爽，但法系车领军
品牌东风雪铁龙递交的“中
考” 还是叫人眼前一亮：在
整体车市增速趋缓的大势
之下，由C4L、新世嘉、全新
爱丽舍组建的“中级车三剑
客”所向披靡，锐不可挡，联
手贡献了142458辆，占比总
销量的89%， 为东风雪铁龙
半年销量同比增长16%立下
汗马功劳，同时也为完成全
年32.8万的销量目标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东风雪铁龙以“高性能
高端中级车”C4L、“冠军性

能中级车”新世嘉、“全新一
代欧系中级车”全新爱丽舍
布局满足不同 的消 费人
群、市场价位 、购车需求，
从而在产品规划上形成差
异化定位。然后，利用差异
化产品组合成的“矩阵布
局”协同作战，再施以涵盖
更广、 覆盖更密的产品策
略，不断丰富中国消费者的
选择和体验，最大化地贴近
中国消费者的利益。不仅如
此，东风雪铁龙不断在这一
市场输入更有竞争力的产
品和技术，力求永久保持与
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作为
东风雪铁龙旗舰车型级，传

承9代高端车血统的东风雪
铁龙新C5，汲取法国高技派
建筑美学设计，外观大气、尊
贵，内饰科技感十足，更有独
步全球的雪铁龙大师级底盘
技术与黄金组合动力， 树立
了中高级轿车动态舒适领域
的创新标杆， 为高端用户打
造出更为卓越的动态舒适
体验。

在车市增速整体放缓
的今天，消费者的消费观念
以及消费需求正在不断升
级，他们更愿意购买到性价
比更高的产品。这一消费心
理和消费习惯无疑是东风
雪铁龙销量连创历史纪录
的强力支撑点。 在消费者眼
里，新C5的设计理念与其他
品牌同级车完全不一样，独
树一帜。就是这种完全不一
样的结构设计导致了其特
有的驾驶感觉：拉力赛车般
的过烂路能力，高速巡航中
表现出来的稳定性，让驾驶
者似乎感觉自己驾驶的真
的是一台具备拉力素质的
法国铁骑。

7月12日，上海大众新POLO在武汉上
市， 正式登入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南区市
场。New�Polo携手Cross�Polo， 以“新青
年” 之名， 吹响焕新号角。 顾名思义，新
POLO盯准的就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
新车型共计九款细分车型，其售价区间为
8.59万元至12.59万元。

作为国内精品时尚小车代名词的
POLO品牌， 同时也是享誉全球近40载的
经典畅销车型，12年前，“POLO”被成功引
入中国，中国市场累计销量超过100万辆。

新款POLO外观与最新大众家族设计
语言同步，进行了多处重新设计，看起来
与高尔夫7相似。同时内饰方面，如方向盘
和仪表盘都应用了新设计，部分高配车型
将增配大尺寸中控液晶屏。车身尺寸仍与
在售的现款POLO一致， 但新款POLO搭
载大众EA211系列发动机，其功率与扭矩
都有所提升，并继续搭配5速手动和6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本次全新POLO和Cross�Polo为年轻
而有主见的新青年量身打造，对年轻一代
情感诉求与用车需求的准确把握。上海大
众将延续POLO原汁原味的德系品质与精
致设计，细节上融入更多风尚的元素。

新款车型提供包括风格红、极地白等
8款缤纷色彩，其中“流光绿”、“星耀黄”、
“银河蓝”3款为全新颜色， 配以精心布置
的酷黑内饰，个性十足。 ■记者 杨刚

日前，万众瞩目的保时
捷全新Macan在长沙正式
发布。新上市的Macan共发
布3款车型，分别搭载2.0T、
3.0T和3.6T发动机 ， 售价
55.8万-98.8万元。这是保时
捷中国首次将车型价格下
探至50多万元。

在发布仪式上，保时捷
中国区域销售经理张兴先
生表示：“自诞生以来，保
时捷对于跑车梦想的热情
从未因时光的流逝而丝毫
减弱， 全新Macan便是我
们对于梦想的再次践行。
目前， 中国已成为保时捷
全 球 第 二 大 市 场 ， 而
Macan必将为我们在中国
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强
劲助力。”

保时捷长沙中心总经
理漆赤介绍，“Macan”源于
印尼语，意为“老虎”。全新
Macan一如其名， 灵动强
劲、蓄势待发———驰骋城市
之间，杰出的日常实用性带
来的是流畅舒适的驾驭感
受；纵横越野地带，轻盈、灵
活的动态表现则完美诠释
了 “Intelligent� Perfor-
mance”之卓越理念。与此
同时，作为保时捷运动家族
的最新成员，全新Macan不
仅以其出色的驾控性能与
标志性的设计元素再度延
续了保时捷品牌一脉相承
的纯正跑车血统，更继承了
品牌诞生之初便从未止熄
的跑车之梦。

强劲的动力是Macan�

的一大亮点。此次发布的三
款车型—Macan、Macan�S
及Macan�Turbo均搭载了
保时捷牵引力控制管理系
统， 该系统不仅体现了保
时捷四轮驱动技术的最新
成果， 更被业界赞誉为全
球最为强劲的驱动系统之
一。此外，Macan系列杰出
的动能参数也令人印象深
刻———搭载的2.0升四缸涡
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先进
的燃油直喷技术， 输出功
率高达237�hp（174�kW）。
整 车 从 静 止 加 速 至 100�
km/h仅需 6.9秒 （在选装
Sport�Chrono�组件的情况
下仅需6.8秒）， 最高时速可
达223�km/h。

■记者 郭钰

长安CS75“千呼万唤始出来”，7月
12日，正式在华南区域上市。这款中型
SUV一经北京车展亮相就受到业界和
市场的广泛关注。 如今，CS75终于与长
沙消费者正式见面， 销售价格为11.78万
-14.38万元。

“用高配低价来形容CS75一点都不为
过。” 长安汽车华南汽车销售事业部总监
蔡益表示。 长安CS75配备了ESP系统、电
子驻车系统、并线辅助系统、盲区监测系
统、 胎压监测系统、EPB电子驻车系统等
智能安全系统，与同级别的其他自主SUV
相比，可谓科技配置相当全面。

■记者 杨刚

7月18日，一汽大众邵东
“迷你”4S店正式起航，这是
一汽大众在全国建立的首
家“迷你”4S店，宣告一汽大
众品牌新的渠道建设拉开
帷幕。

邵东一汽大众“迷你”
店， 依托于湖南大汉汽车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大汉控股
集团首创的“百城战略”，恰
好与一汽大众品牌营销网络
下沉的渠道建设战略不谋而
合。 相对于标准4S店而言，
“迷你”4S店同样具备销售、
维修、保险、二手车、装饰美
容等一站式服务的综合服务
体系。 ■记者 陈龙

今年国家提出了关于汽
车年检的新规定， 也为长沙
的改装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日前，由星通赛车俱乐部
发起成立了湘车联盟。 据星
通赛车俱乐部执行理事“快
乐哥”介绍，湘车联盟的宗旨
是联合湖南车行业、 专业玩
家、达人，甚至潜在车族一起
推动湖南玩车旋风。

“湘车联盟”将是一个开
放式的俱乐部平台， 为会员
提供丰富的活动和专业的指
导。互动网站也将正式上线，
给湖南的车友提供一个共同
交流的平台。

■记者 杨刚

广汽三菱将引进新能源车

7月17日 ，2014年时代汽车国四产品
试驾会在长沙结束。时代汽车是福田汽车
旗下轻微卡企业，已连续18年稳居中国轻
型商用车行业销量冠军。

时代汽车的国四汽油两用燃料车型，
动力升级，强劲有力，环保节油，每年可节
约三分之一的燃油费用。 尤其是油气两用
燃料车型比普通汽油车型节油55%以上的
时代轻卡率先进入国四时代。 ■记者 杨刚

史上最便宜的保时捷长沙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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