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消费习性的进化，中国的汽车
消费者开始越来越关注对个性座驾的
打造和追求，汽车不再仅仅是他们代步
的工具。在长沙，近年来一些专注于为
车主提供个性定制和改装的专业汽车
店也逐渐兴起。 日前， 湖南华驰AC�
schnizer、KICHERER中心登陆长沙，
面向广大车迷提供最个性化的高性能
奢华专属座驾打造服务。

湖南华驰由全球最大高性能宝马
升级定制厂商 AC� Schnitzer及德国
奔驰升级定制品牌KICHERER携手建
立， 不仅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将原厂
奔驰、 宝马的车型进行高性能整车个
性提升，同时也可以提供独特的车漆、
精美的外饰、 精致的内饰以及特制的
附属配件。目前到店的已有AC宝马的
ACS7 黑 金 双 色 、ACS6 黑 红 双 色 、
ACS5，KICHERER 有 奔 驰 GL500 和
S35等车型。 其中ACS7黑金双色、AC�
S6黑红双色为德国AC�Schnitzer公司
专门针对中国推出的两款旗舰车型，仅
在中国地区限量发售。 全国首发的带鹰
眼版的ACS7也已经提前引入湖南华驰
进行首展。

作 为 全 湖 南 第 一 家 代 理 AC�
schnitzer和KICHERER高性能个性定
制车型的企业， 湖南华驰领导人表示：
“AC�schnitzer和KICHERER的到来必
定为湖南的车迷倾情演绎真正的速度、
激情、尊贵、个性完美交融的大戏，必定
给湖南车迷一份终极的驾驶乐趣”。

■记者 田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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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内车市增速持续平稳放缓
行情下，SUV这一细分市场表现一枝独
秀。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今年上半
年， 我国SUV产销分别为94.97万辆和
93.94万辆， 同比增长34.56%和32.02%。
然而，随着各大车企大尺寸SUV车型的不
断完善，SUV市场的竞争压力也随之加
大，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在A0级轿车
市场出现的萎缩态势，于是，为了抢夺市
场，竞争相对较小的小型SUV市场逐渐引
起各汽车品牌的重视。为了抢占这个极具
潜力的细分市场， 厂商也加快了A0级
SUV车型的研发步伐和推出速度， 而A0
级SUV市场将成为新的增长点。

自主品牌小型SUV不甘示弱
其实对于小型SUV这一更加细分的

市场空白，国内自主品牌早有洞悉。长城
哈弗M1、M2， 瑞麒X1等都对小型SUV
市场进行了初步试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早在2006年，众泰汽车就推出了小型
SUV众泰 2008， 随后还推出了众泰
5008， 并且出口海外。“其实如今许多自
主品牌生产的车型在质量和技术上不比
合资品牌差， 但是由于国内消费者对先

入为主的国外品牌良好形象的盲目崇拜
才屡屡导致自主品牌陷入困境”。 长沙
国辰众泰4S店总经理杨磊告诉记者，目
前众泰在长沙的客户主要集中在市中心
以外的周边地区。

相对于比亚迪、海马、江淮等自主品
牌，新品牌中国野马可能还不为大家所熟
悉，但说到小型SUV，这匹来自四川的“野
马”却让人耳熟能详。记者从长沙银隆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邓志龙处了解到，
野马旗下已经有F99、F10、F12三款小型
SUV， 目前淡季该店每个月的销量在30
台左右。

众多小型SUV将投入市场
今年上半年，国内SUV市场的火热有

目共睹，大众途观、奥迪Q5、本田CR-V，
日产逍客、 丰田汉兰达等中大型或紧凑
车型都有不错的销量， 但各大车企似乎
并不满于现状， 对于小型SUV这一市场
空白的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出兴趣十足，
包括日产Juke、福特Ecosport（中文名
翼搏）、别克Encore、奥迪Q1等小型SUV
新产品的消息不断流出， 有消息称大众
也将在POLO基础上开发小型SUV，奥

迪Q1则将定位高端小型SUV。 目前，通
用旗下的别克Encore和福特翼搏已经确
定在国内上市。

业内人士分析，福特翼搏是与嘉年华
同平台的车型，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福特
翼搏由长安福特国产已成定局， 而别克
Encore的推出则是为了弥补别克除大尺
寸昂科雷以外无中小尺寸SUV车型的尴
尬，也必将是其重新争夺SUV市场份额一
大利器。 ■见习记者 贺冠军

继7月26日2012新款CROWN皇冠在
北京世贸天阶广场隆重举行上市发布会
后， 上周末，2012款皇冠分别在长沙华运
通丰田、力天丰田和申湘丰田举行了店头
上市会。据了解， 2012新款皇冠的最大变
化在于前脸与尾灯的造型以及VDIM车辆
动态综合管理系统、G-BOOK智能副驾等
亮点配置首次在2.5L级别车型上采用，此

外新款皇冠将实行4年或10万公里的保修
政策，售价定为31.98万元至51.98万元。

优势配置在更多级别上的强化，是本
次换型的突出亮点。其中，独创的VDIM
车辆动态综合管理系统，以确保行车安全
并获得更大的驾驶乐趣为理念，优化整合
了传统独立的ABS车轮防抱死制动系
统、TRC牵引力控制系统、VSC车身稳定

性控制系统，令车辆“行进、转弯、停止”等
运动性能和行车安全性得到高水准的表
现。智能泊车辅助系统通过隐藏摄像头和
分布在车身周围的微波传感器，实现了空
间识别及方向盘自动操作，引导车辆完成
平行泊车或倒库泊车。此次，新款皇冠首
次在2.5L级别强化配置了G-BOOK智能
副驾。 ■记者 田泽伟 刘宇慧

抢占细分市场，厂商加快了A0级SUV车型研发步伐

小型SUV或将成为车界新热点
引领高端个性定制风潮
湖南华驰店开业

一汽丰田新皇冠华彩上市

万世瞩目、 众人期待的
伦敦奥运会已经到来， 在激
烈角逐的奥运赛场外， 一场
微车“奥运”也将蓄势待发，
给这个夏天增添更多激情与

精彩。 据了解，由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携手三湘都市报、齐鲁晚报、扬子晚报等
全国十一大主流媒体主办的“强我中国心 荣光
耀五环”———五菱荣光升级版上市暨十一地媒
体联动品鉴会，已于 7 月 29 日拉开帷幕。 本次
活动即将再次引爆夏日激情，在如火如荼的奥
运期间展开一场精彩纷呈的微车奥运嘉年华，
同时为广大车友和用户打造一场集试驾、娱
乐、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欢乐盛会，长沙站的比
赛也将于 8 月 11 日在长沙县暮云镇芙蓉南路
与伊莱克斯大道交汇处的湖南宏鼎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举行。

笔者从主办方获悉，本次活动将历时一个
月左右，以试驾体验赛的形式在长沙、郑州、临
沂等十一大城市进行 11 站激烈角逐。 活动将
通过漫步竞走、我是倒车王、汽车足球、举起大
空间、 动感乒乓等参与性和趣味性极强的项
目，在展现参赛者高超车技的同时，让他们感
受到五菱荣光升级版的卓越性能与出色表现.
据了解，作为国内“大微客”时代开创者的五菱
荣光，自 08 年上市以来，颇受市场热捧。 其凭
借“省油”、“动力足”、“空间大”、“外型大气”等
强劲的产品实力，获得了用户的广泛青睐。 不
久前“大微客”五菱荣光更成功迈入了百万销
量车型的行列，这标志了以“大微客时代”开创
者身份入市的五菱荣光， 正式从成功走向成
熟，进一步稳固了“国内增速最快的微车车型”
的称号。

2012 年 7 月 20 日， 五菱荣光升级版微客
新品 1.5L 和 1.2X正式上市。其中，本次活动的
比赛用车正是此次上市的五菱荣光升级版

1.5L 新款微车。 其作为五菱荣光家族中的最新
产品，五菱荣光升级版 1.5L 新款微车领先搭载
国内自主研发的首款双 VVT 发动机系统，不
仅动力性能全面升级，并在经济性和排放性上
有更为出色的表现。 相信，驾驶五菱荣光升级
版 1.5L 微车的车手， 必将感受到其带来的全

“芯”动力，体验到五菱荣光在发动机方面一直
以来所秉承的“大功率、低油耗、高品质”的产
品诉求。

此外，主办方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还为每一站体验赛的获胜者准备了一份
份丰厚大礼，总项冠亚季军，将获赠价值 2000
元、1000 元、500 元的丰厚大礼。 亲爱的车友
们，心动不如行动，目前，五菱荣光微车“奥运”
长沙站参赛车手招募正在火热进行中，就让我
们在这个激情似火的夏天，一起加入到五菱荣
光微车“奥运”的行列中来吧，在感受伦敦奥运
精彩的同时，在五菱荣光微车“奥运”中找到一
份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激情，让我们拭目以待！

主办单位：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活动时间：2012 年 8 月 11 日
活动地址：长沙县暮云镇芙蓉南路与伊莱克斯
大道交汇处（生态动物园往南 2000 米）湖南宏
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报名热线：0731-82347488�0731-88235050

强我中国心 荣光耀五环

五菱荣光试驾体验赛热力招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