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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5月5日-5月9日 地点：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5月5日，2016湖南车展在
湖南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
经8年精心打造，湖南车展俨然
已成湖南汽车产业的晴雨表和
助推器， 也见证了我省汽车产
业生态圈初步形成。 开幕式现
场，副省长何报翔宣布开幕，省
经信委主任谢超英致辞。

车展：领航中部，乐享生活

本次车展以“领航中部”为
目标，以“乐享生活”为主题，有
效整合政府、协会、媒体和汽车
厂商各方资源，历经8年精心打
造， 已经成为湖南汽车产业的
晴雨表和助推器， 成了各汽车
厂家抢滩湖南、 辐射中部最重
要的战略平台。以首发新车、展
车数量， 还有火爆的销售及爆
棚的观展人数，获得了“中部第
一车展”的良好口碑！

汽车产业生态圈初成

记者从省经信委了解到，作
为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增长极，
2015年湖南汽车工业取得了不
菲的业绩， 全省生产各类汽车
63.6万辆，其中乘用车59.7万辆。

目前， 湖南已经汇聚了北
汽、吉利、众泰、比亚迪、广汽菲
亚特、广汽三菱、上汽大众等一
大批国内外著名整车企业，以

及博世、 日立等众多零部件企
业， 初步形成了功能完整的汽
车产业生态圈。

随着汽车工业的崛起，湖
南涌现出一批实力不菲的汽车
经销商集团， 年营业收入20亿
元以上的已有9家，最大的经销
商集团年营业收入逼近100亿
元，并初步形成了新车销售、二
手车交易、 汽车后市场等完善
的产业链条。

新能源汽车增长迅速

近年来， 湖南新能源汽车
发展表现突出。 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条初步形成， 推广任务完
成率以及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
居全国前列 。2013年至 2015
年， 全省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
21273辆，其中长株潭城市群推
广应用19868辆，推广应用领域
已由公务用车、公交车，拓展延
伸到私家车、出租车、专车、环
卫车等， 实现了新能源汽车向
各领域全覆盖的良好开端。

2015年， 全省产销新能源
汽车 3.3万辆 ， 比上年增长
763%。至去年底，全省已建成
充换电站40座， 交直流充电桩
2567个。长沙、株洲等地已建成
一定规模的城市充电服务网
络， 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南段建
成18座充电站。

想买车快来湖南车展
“中部第一车展”长沙开幕 8年车展，见证汽车产业生态圈初成

据悉，本次在湖南国际会
展中心举办的车展吸引了近
80个汽车品牌参展，其中不仅
有奔驰、宝马、捷豹、路虎等常
见豪车阵容， 更不乏玛莎拉
蒂、劳斯莱斯、阿斯顿·马丁、
宾利等顶级豪车品牌，而且车
展期间购车， 将享有厂家、经
销商多重特殊优惠。其中参展
商推出5000辆特惠车，总优惠
额超亿元。

2015年湖南车展期间，百
万级的豪车销售超过了百辆，
奥迪、宝马、奔驰销量过千台，
玛莎拉蒂更是卖出了数十台，
宾利、法拉利、劳斯莱斯等超级

豪车也都有新车售出。“随着车
市的发展和消费升级， 豪华车
的销量会越来越好，2016年湖
南车展有望再次刷新豪华车销
售纪录。”车展组委会秘书长马
湘滨预测。

同时，在开幕仪式上，省经
信委主任谢超英也对2016湖南
车展充满信心。“有省委省政府
和相关各部门的大力支持，通
过行业协会和主流媒体的强势
合作， 将推动车商们踊跃参与
和积极配合，我们相信，2016湖
南车展一定会精彩纷呈， 创造
出新的辉煌。”
■记者 胡锐 见习记者 吴虹漫

2016湖南车展开幕当天，
吸引了不少车企的高层前来助
兴，也与本地经销商、业内人士
一起探讨湖南车市。 不少车企
高层都表示十分看好湖南车市
前景。

“湖南市场充满活力。”5月
5日，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副
总部长陈昊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如此表示。他介绍，对很多车企
来说，湖南、特别是长沙市场很
重要。 去年一年长沙汽车销量

22万辆，说明在湖南以及长沙，
汽车的保有量很高。 在国内
GDP增长不到8%的情况下，去
年湖南汽车市场的增长率高达
26.6%。

值得一提的是， 陈昊等多
个车企的高层领导还对湖南人
这种“舍得吃苦”的精神十分赞
赏。“你看那些年轻的小伙子、
小姑娘很努力，也很辛苦，但他
们仍然精神饱满， 而且自信满
满。” ■记者 胡锐

创出新的辉煌

花絮 参展车企高层看好湖南车市

在2016湖南车展首日，东
风日产西玛正式上市， 售价
23.48万—26.78万元。

此次上市的西玛集颜值、
豪华、动感和科技于一体，西玛
一经亮相， 其流利动感的车身
线条、 高端豪华的科技配置迅
速吸引了现场关注， 成为公众
的聚焦点。

西玛采用跑车概念造型，
集健硕肌肉与酷感线条于一体，
融合了 GT-R式悬浮车顶 、
V-motion家族前脸、 回旋镖
LED前大灯以及富有力度的腰
线等日产家族设计元素。 同时，
西玛还采用豪车级内饰面料和
大师级双缝线绗缝工艺，其环绕
式战斗机座舱也代表日产翔翼

型中控台最新内饰设计理念。
西玛传承了北美日产独有

的四门轿跑基因， 是日产首款
90%以上高还原Sport�Sedan
概念车的量产车， 搭载了运动
套件及运动驾驶模式， 西玛生
而运动的本能， 让激情澎湃不
止。 再配合NISSAN�i-CON-
NECT智能互联系统， 以及IS-
SAN� i-SAFETY智能防碰撞
安全系统，智能车生活，移动更
安全。

西玛的目标人群主要是85
后年轻人，他们喜欢运动、张扬
的风格。同时，西玛以其厚重的
北美四门轿跑基因、 前沿的设
计美学和纯粹的驾控激情闪耀
湖南车展全场。 ■胡锐

2016年湖南国际车展首
日， 猎豹CS10�自动挡DCT版
在长沙正式上市，售价109800
元起， 成为细分市场一个强有
力的竞争者。

自去年上海国际车展上市
以来，猎豹CS10凭借轻奢时尚
的外观、专业SUV底盘、强劲
动力等突出优势， 赢得了众多
年轻消费者的青睐。

与猎豹汽车以往车型相
比，CS10外观一改硬朗风格。
其整体线条饱满流畅，成熟而
动感， 前脸设计层次分明，镀
铬饰件的点缀，豪华感十足。侧
身望去，整体运用的“猎弓”设
计概念，硬朗的车身线条与后
部收窄的车窗，为CS10增加了
强烈的时尚感。

动力方面，猎豹CS10采用
了三菱 4G63S4T2.0T赛车级
涡轮增压发动机，带来更加平
稳顺畅的动力输出、更加得心
应手的驾控手感， 以及更加节
能高效的经济价值。

■胡锐

2016湖南车展现场， 德国
宝沃首款量产SUV�BX7湖南上
市，售价16.98万-30.28万元，为
SUV市场增添又一位实力派。

车身尺寸方面, 宝沃BX7
长 、 宽 、 高 分 别 为
4715mm/1911mm/1690mm，
轴距为 2760mm, 定位中型
SUV。BX7搭载2.0L�涡轮增压
直喷发动机, 以及iAWD智能
全时四驱系统, 并融合了博格
华纳第五代四驱技术及第五代
天合智能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的
优势。 同时， 宝沃还建立了
B-Link智能互联系统, 通过
“眼、手、口、遥”四种交互渠道,
打造全新四维立体智联交互体
验,为用户带来便捷、高效的操
作感受。

此次宝沃将为前10000名
首批首任车主提供售后服务
“双零+1/2计划”，兑现“终身保
修0付费”、“终身车联0付费”、
以及五年半价换购， 以最大诚
意， 为客户实现超值驾享体验
与服务。此外，新车提供两种驱
动形式，其中采用iAWD智能全
时四驱系统的车型可根据实际
路况在5种行驶模式下进行切
换， 实时调节各车轮间的扭矩
分配以保持抓地力。

据悉，BX7日前荣获了红
点设计大奖“年度产品设计
奖”。有着“国际工业设计奥斯
卡” 之称的红点设计大奖于
1955年由德国设计协会创立，
是国际公认的全球工业设计顶
级奖项之一。 ■胡锐

宝沃BX7湖南车展上市 猎豹CS10自动挡
DCT版长沙上市

西玛上市 售价23.48万—26.78万元

5月5日上午，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车展现场参观。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