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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时间：5月5日-5月9日 地点：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车展年年有，今年特别多。长沙城
南城北，河东河西，几乎哪里人多，哪里
就会有大小车展的出现。

面对众多“车展轰炸”，消费者该如
何抉择？湖南省汽车行业协会副会长马
湘滨告诉记者，大车展一般都有厂家特
别优惠政策支持，消费者往往能享受到
很多的实惠。5月5日至5月9日，2016湖
南车展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
行，不失为今年购车的良机。

经销商销售压力大

“到店量不如人意， 很多经销商都
通过车展或是做活动来拉动汽车销
售。”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几乎所有的生
产厂家都在为冲业绩、 冲销量而忙碌，
而经销商的销售压力也进一步加大，车
展成为经销商主动营销的一个平台。

“有时一个月就要参加好几场车
展，为了完成销售目标，市场部不停地
做活动。生命不息，车展不止，车展成了
一项减肥运动。” 一自主品牌4S店市场
部负责人说。

位于中南汽车世界的几家合资品
牌4S店的销售工作人员表示，大部分车
展都是在周末举办，为了冲业绩，很多
销售工作人员都是放弃了休息时间。对
于车展，他们是又爱又恨。

消费者需打好算盘

作为“上帝”的顾客，在4S店享受惯
了尊贵的服务，到了熙熙攘攘的车展现
场，一下慌了神，忘了自己的真正目的。
消费者应该怎么逛，才能淘到真正的实
惠车呢？

“在去车展前就要牢记‘冲动是魔
鬼’， 有些车的价格看起来优惠幅度很
大，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业内人士表
示，消费者购车前一定要在心里打好算
盘。对于自己的意向车型，可以先到4S
店询价，将优惠政策了解清楚。

在这么多车展中，让利幅度最大的
莫过于5月初的湖南车展。 为吸引消费
者，汽车厂家和经销商都会通过展会给
出可观的让利幅度。

大车展推出钜惠政策

记者通过采访部分汽车经销商发
现，对于长沙的汽车销售而言，一年当
中5月-7月相对来讲是传统的淡季，所
以一般厂家在上半年会把最大的优惠
放在5月份集中释放。

本届湖南车展时间点踩得刚刚好，
将在5月初举行。届时，厂家给经销商的
价格政策最低，消费者将以最优惠的价
格买到心仪的爱车。

记者从车展组委会获悉， 永通、申
湘等湖南几大汽车经销商集团携旗下
所有品牌参展，在2016湖南车展正式开
展前一段时间内，几大汽车经销商集团
将对湖南车展上的特别优惠政策进行
最终的敲定和宣布，并为湖南车展带来
众多亮点活动。

同时，“公益团购”将以公益之名让
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除
了汽车集团现有的优惠政策， 还将对公
务员推出“私人定制”的购车政策。部分
经销商表示，对于公务员购车，将有数千
元的现金优惠政策。 ■记者 陈龙 胡锐

2016湖南车展5月钜惠登场
教你如何淘到真正的实惠车 公务员购车还有数千元现金优惠

3月12日，新海马M3/
海马M6�1.6L湖南区域上市
发布会在长沙万达广场成
功举办。

当天， 海马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湖南区域经理李
连三、 湖南区域的广大媒
体、 新老客户莅临发布会
现场。此次新海马M3拥有
1.5L+5MT、1.5L+CVT动
力共计8款车型，售价5.58
万-8.18万元； 海马M6�
1.6L车型搭载1.6L自然吸
气高效全铝发动机， 匹配
5MT先进变速箱，两款车

型的售价为 6.98万元和
7.98万元。

新海马M3融合国际
流行设计元素， 前脸进行
全新设计，整车线条流畅；
内饰设计与工艺升级，黑
银两色内饰搭配自然，大
面 积 采 用 精 细 工 艺 ；
moofun移动互联人车生
态系统、倒车影像、TPMS
（轮胎压力监测系统）、6安
全气囊、ESP（车身电子稳
定系统）、自动空调、自动
感应大灯等智能、安全、舒
适配置。 ■记者 胡锐

3月15日，湖南汽车行业消费者咨
询日在长沙市开福区凯乐国际城前坪
广场举行，活动由三湘都市报、华声在
线、湖南汽车网、湖南汽车网络媒体联
盟主办，旨在维护汽车消费者权益，督
促汽车经销商做好服务， 促进汽车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当天，第七届“湖南
金扳手汽车评选”启动。

随着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我国早
已成为汽车消费大国，汽车领域也成为
消费者投诉的热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
发布的数据，2015年汽车及零部件品类
的投诉量排名已升至第二位，比上年增
加6891件，增幅达29.1%，汽车厂商也成
为近年来央视3·15晚会“常客”。

作为主办方代表， 三湘都市报经
营分公司总经理王泽湘表示， 汽车消
费者咨询日就是要为消费者搭建一个
咨询和发声的平台， 让消费者和经销
商面对面地沟通和交流。

湖南广汽三菱、吉利帝豪等一批汽
车经销商进行了现场宣誓，承诺诚信经
营，积极履行职责，为创建一个和谐的汽
车消费环境贡献力量。

长沙市工商局广告监督管理处处
长陈学受访时表示， 降低汽车投诉量
需要消费者和经销商共同努力， 消费
者在购买汽车时须先对汽车配置、价
格、法规等信息进行充分了解，汽车经
销商在经营上应做到公正、透明。活动
现场，主办方、业内专家及专业媒体人士
对一些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当面解答。

同时，2016年第七届“湖南金扳手
汽车评选”正式启动。本届评选评议工
作由网友、第三方评审团、专家、消费
者共同组成， 评议过程包括消费者暗
访、媒体联盟的零点测评、试驾、投诉
等多个活动， 届时将产生十佳服务品
牌、 十佳年度车型、 十佳服务店等奖
项。 ■记者 胡锐

2015年12月10日， 第十一届中
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 (资料图片)

记者 唐俊 摄

2016湖南金扳手汽车评选启动
汽车消费问题请你发声

活动

3月12日，雪佛兰新一代
旗舰轿车迈锐宝XL在湖南
区域上市， 先期分1.5T和
2.5L共6款车型， 售17.99万
-24.99万元。年内，混合动力
车型也将上市。

刚上市的迈锐宝XL，线
条时尚， 充分实现了轿跑与
宽适的统一，搭载了Apple-
CarPlay、OnStar安吉 星 车
载4GLTE等新潮车载系统，
可轻松上网看电影。

低油耗是此次迈锐宝
XL的一大卖点 。1.5T车型
配合 7速DCG双离合智能
启停变速箱， 实现百公里
6.0升的油耗， 而2.5L车型
在最新6速DSS智能启停变
速箱的配合下，比同级大排
量 自然 吸气 发 动机 降 低
10%油耗。

在内饰上，迈锐宝XL采
用悬浮式8寸多点触控彩色
液晶屏及双面多功能方向
盘，设计简洁，集成度高。同
时，内饰的风格精湛细腻，使
用旗舰用材与做工， 彰显精
湛品质。 ■记者 胡锐

车讯

雪佛兰迈锐宝XL
湖南上市

3月12日， 新帕萨特在
中南区域上市， 推出4种排
量共7款车型， 售价18.39万
-33.29万元。

此次全新帕萨特采用
BSD智能盲点监测系统，全
方位9安全气囊， 新版全能
ESP车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
等技术进一步提升了车辆
的安全性。另环绕式车身腰
线、 晶钻双翼全LED大灯、
左右各36颗全LED大灯等
让全新帕萨特造型张弛有
度且尊贵稳重。按不同配置
分 别 配 备 的 EA888 与
EA211发动机，DSG五速 、
七速双离合让全新帕萨特
驾驶起来后劲勃发操控精
准。

值得一提的是，为庆祝
全新帕萨特中南区域的上
市，上汽大众还在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了规模宏大
的团购活动，给出实在的购
车优惠。 ■记者 胡锐

全新帕萨特
中南区域上市

3月12日，东风日产全
新轩逸在长沙上市， 共推
出9款车型， 售11.9万元
-15.9万元。

外观上， 全新轩逸采
用V-motion家族式前脸、
全新造型的回旋镖式前大
灯、 高穿透力前雾灯等让
整车看上去更时尚动感；
其 配 备 的 NISSAN�
i-SAFETY智能防碰撞安
全系统， 以及搭载的VDC
车辆动态控制系统再次升
级了驾驶的安全性能；而
智能手机互联等系统也充

分满足了车主的智能化需
求。

此外 ， 全新轩逸以
5.2L的百公里综合油耗让
在场观众一致称赞。 更令
消费者关注的是， 从即日
起在长沙各大东风日产专
营店预订全新轩逸， 除可
享受购置税减半、2年0利
率、3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
的优惠政策外， 还可参与
截至3月25日的“购全新轩
逸 抢千万红包”活动，赢取
最高10000元现金红包。

■记者 胡锐

全新轩逸长沙上市

新海马M3/海马M6
1.6L湖南区域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