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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讯

BCDEFG 在前不久结束的上
海车展上!华泰 !""两获殊荣!不仅捧
得 #"世纪精英座驾评选的"最具魅力自
主品牌精英座驾#奖杯!在由易车网主办
的"$%""上海车展最受关注车型$评选
中又一举斩获%最受关注车型$大奖&

凭借出众的产品性能和上市数月
以来出色的市场表现!华泰 !""在强手
如云' 新车辈出的激烈竞争下脱颖而
出!成为受人瞩目的%最具魅力自主品
牌精英座驾#和%最受关注车型#& 能同
路虎极光'&''( 指南针等车型同获殊

荣!!)*再次验证了其尊贵的气质和良
好的口碑的确已然超越了%级别之上#&

能够成为 %最具魅力自主品牌精英
座驾#和%最受关注车型#!不仅仅在于华
泰 !**独特的外观或配置吸引了广大消
费者! 更说明汽车生产厂家开始重视中
国消费者的审美喜好和实际用车需求!

并以此为出发点生产满足中国人需要的
车型& 华泰 !**大气的外观和高端的配
置!以及较高的安全性能!正是其受到商
务精英青睐的根本原因& 据悉!截止 +月
底!华泰 !**的订单已经排到了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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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冠军纪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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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DEFG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的数据显示!*-.月! 轿车销售 +.*/*.

万辆 ! 同比增长 ,0123 (456 销售
"20"1万辆!同比增长 ".0273& 随着今
年前 . 个月的销量数据的正式公布!

可见 456 细分市场已成为汽车市场
上新的增长点&

在这样的背景下!华晨'江淮'东
风等国内自主品牌车企纷纷推出新品
或升级产品!加大市场抢夺力度!与日
系' 美系' 德系等合资品牌产品共分
456市场份额& 从目前的市场反应来
看!拥有高性价比的自主品牌 456车
型!成为中高端市场的主销车型!销量
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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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汽车是我国国内较早涉足
456市场的自主品牌车企之一!其旗下

的阁瑞斯456产品一直广受消费者认
可& 据悉!阁瑞斯 456自销售至今!年
销量一直呈增长的趋势!仅今年 "-.月
份!就已成功销售 2%%%余辆&尤其是华
晨汽车于前不久推出的阁瑞斯456)御
领 $0,8 9:长轴行政版!既蕴涵了轿车
的舒适性和沉稳外观!又能随时满足移
动商务用车的多功能需要!得到了中高
端商务精英人士及行业用户的热捧&

阁瑞斯 456)御领 $0,8 9: 长轴
行政版拥有 7$+7!*1;%!"<1% *==+的
宽大整车空间及 +.+%== 的超长轴
距! 能够为车内人员带来前所未有的
"空间享受$& 配置方面! 阁瑞斯 456

悬架系统为前双横臂扭杆弹簧独立悬
架! 后螺旋簧前置斜定位置式单臂独
立悬架!将轿车的舒适性与 456座位
数量有机的融合到了一起( 通过座椅
的折叠'+2%"旋转'前后移动其在舒适
性'空间'用途上都有着所不能比拟的
优势& 动力方面! 阁瑞斯 456)御领
$0,8 9:长轴行政版搭载了 $0,8原装
进口 $:>发动机! 配以 .档自动变速
器!进一步凸显出整车的"高效$商务
体验& 在安全装备上!除了安全气囊'

9!?等主被动安全装备外! 阁瑞斯的
@A9车身也是值得称道的地方! 它的
碰撞吸能区能够保证在发生碰撞的瞬

间有足够的变形空间! 将对车内的成
员的伤害降到最低&

值得一提的是! 阁瑞斯456)御领
$0,8 9:长轴行政版还填补了中高端商
务456$0,8排量无 **座车型的市场空
白!开创了同级别产品的先河!成为促进
阁瑞斯456销量增长的主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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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市场上商用 456 的老
大哥!别克 @81在上市之初就打着"陆
上公务舱$的宣传口号!曾向商用车市
场发起了一阵猛攻! 占领了高端商务
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别克 @81渐渐
露出了其存在的些许弊端&

与阁瑞斯456)御领 $0,8 9:长轴
行政版价格相差不多的别克 @81$0.

B: 行政版! 采用别克家族标志性的
CDE'FGDHH立体直瀑式进气格栅!尊贵气

度!一目了然(7$"+!"1.,!",7;*==+的
车身尺寸相较于阁瑞斯 456而言!高
度的对比落差使其在车内空间上略逊
一筹!且只有 +;11==的轴距!也显得
@81 有些"小气$了& 配置方面!别克
@81的座椅全部采用 I 型了设计!在
极大提高乘坐舒适度的同时!有效减缓
商务旅途中的疲劳( 别克 @81在轿车
化舒适性上同样有一定的优势!但其后
扭力梁式半独立悬架在平顺性上略逊
于阁瑞斯456&动力方面!别克 @81采
用了 $/78 62发动机!?JK电子顺序多
点燃油喷射系统& 可以说!双方在发动
机性能上不分伯仲! 但阁瑞斯 456为
自动挡的配置则要优于别克 @81&

近期别克品牌将 @81系列产品进
行了大规模的更新'换代!更新后的产
品虽然在性能及配置方面有所提升!

不过由于别克 @81 主打高端商务市
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此市场销量
还是略有下降! 增长势头明显不如自
主品牌强劲!正趋向平稳发展&

综合来看! 大气' 稳重的外观设
计!舒适'宽松的车内空间!科技化'人
性化的车辆配置!精准'合理的产品定
位及经济'实惠的价格!都成为自主品
牌抢夺中高端 456 市场份额的主要
优势及重要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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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日!飞腾经典版"漠
河冠军纪念版$全国巡回上市正式拉开
帷幕& 与传统新车上市不同的是!广汽
长丰首次将赛事资源与新车区域上市
完美结合!通过冠军纪念版上市'新车
试驾等活动充分满足越野赛事迷的探
索欲望! 并在全国 $<个省会城市全面
铺开!是广汽长丰在赛事营销领域的一
次全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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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豹飞腾经典版传承广汽长丰专
业 ?I6制造品质! 采用 "专业 ?I6底
盘L电控分时四驱$的黄金组合!搭载了
三菱成熟的 .@<.发动机!在保证充沛
动力的同时大大减少了油耗&此次全国
巡回上市的"漠河冠军纪念版$在保留
原有车型品质的基础上!可以选增行李
架 '脚踏板'前护杠'彩条'M6MN@5?

等日常越野必不可少的改装配件!充分
满足了那些一直对 ?I6改装情有独钟
的年轻一族的需求&

与传统的赛事营销模式对比!飞腾
经典版"漠河冠军纪念版$全国巡回上
市可以说是赛事营销的一次新尝试&它
以新车上市为方式! 结合产品试驾!从
而将赛事资源和产品卖点相结合!打破
"有赛事'无营销$的传统界限!大大调
动了广大 ?I6迷的积极性! 开启了广
汽长丰赛事营销新模式& 对此!广汽长
丰相关负责人表示,%广汽长丰在品牌
建设过程中将继续坚持赛事营销路线!

打造独一无二的赛事营销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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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初! 广汽长丰总经理付
守杰提出了%三个转型'两个提升'打造
一流品牌$的战略思想!进一步开拓私
人消费市场& 围绕这一目标!广汽长丰
打造了%地方车展N赛事营销$两大营销
平台!其中在赛事营销层面!广汽长丰
首次将专业赛事'%:+群英汇$ 车主挑
战赛与经销商终端活动有机结合形成
联动!创造了%比赛进行到哪里'市场就
火爆到哪里'媒体就炒热到哪里$的立
体化赛事营销新局面! 树立起了自主
?I6第一品牌的光辉形象&

$%""年! 广汽长丰继续深化赛事
营销!不仅继续组织车队前往全国各地
参加越野赛事!而且启动了飞腾经典版
%漠河冠军纪念版$全国巡回上市!真正
实现了%三个转型$中产品转型与营销
转型的完美融合& 本次%漠河冠军纪念
版$全国巡回上市是对%:+ 群英汇$等
赛事营销活动的延续!也是广汽长丰在
赛事营销领域上的拓展与深挖&广汽长
丰相关负责人表示!赛事营销对企业转
型' 区域销量的提升都有很大帮助!一
方面通过严酷赛事验证了广汽长丰的
军工品质!另一方面通过%漠河冠军纪
念版$全国巡回上市等活动!将原本看
似遥不可及的赛事元素融进消费者能
够体验的实际产品!实现了赛事营销的
真正跨越!加快了广汽长丰的企业转型
步伐&

BCDEFG 新生代越级性能小车雪
佛兰爱唯欧诞生于通用最新最先进的小型
车平台!拥有堪与中级车比肩的机车运动风
格设计'扎实硬朗操控性能'前沿领先科技
配备以及全球五星安全标准! 专为率性真
我'注重驾控体验的新生代人群打造& 此次
雪佛兰爱唯欧一举发布两厢' 三厢 "$款车
型!共有 1种车身颜色以及灰色'砖红色两
种内饰可供选择! 价格区间 10"1 万元到
""0"1万元&即日起!爱唯欧全系产品可在全
国雪佛兰授权经销商店接受预定!首批上市
的两厢车型有望在 2月初交付!三厢车型将
在 ,月底交付车主&

�

)*+,-./

#�?������

雪佛兰爱唯欧继承了 %性能钢炮$

96OA >?概念车的设计灵感! 摒弃了传统
小型车圆润'中庸的设计方式!将机车灵魂
与汽车运动美学相融合!以鲜明的个性化风
格为主流高端小型车市场注入了一股新的
机车运动潮流&

与%机车风$外观相呼应!突破性的内饰
设计展现了爱唯欧的 %变形基因$& 爱唯欧
中控台采用雪佛兰家族 %飞翼式双座驾舱$

设计!搭配充满未来感的冰蓝色背光!展现
出不凡的运动气质& 虽被称为%小车$!爱唯
欧三厢车型拥有比肩中级车的 .+<<!",+7!

"7",==车身尺寸! 带来最大容积 .718的
行李厢空间(两厢车型拥有同级别最优的车

身宽度以及领先的 $7$7==轴距&超越同级
的%大尺寸$造就了爱唯欧宽敞的内部驾乘
空间! 精心设计的 $"处储物空间更是提供
了前后排乘客便捷的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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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爱唯欧两厢' 三厢车型搭载了
"0.8'"028两款主流黄金排量!功率'扭矩表
现均优于同级车型&其中 "0.8 ?P:OB KKK 发
动机最大功率 ,2QCR2;;;F(=! 最大扭矩
*+*S= R.#;;F(=(*028 OTUE'T M66: 发动
机! 最大功率 1<QCR2;;;F(=! 最大扭矩
*77S= R .;;;F(=& 两款发动机升功率分别
达 7.0+QC 及 7702QC! 中后段再加速性能
尤为突出& 与之相应!爱唯欧配备同级罕见
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五速手动变速箱!

实现了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的完美平衡&

为满足时下年轻人对驾控乐趣的追求!爱唯
欧自动挡车型特别增加手拨式换挡按钮!增
添了手动模式下的驾控体验&

得益于通用全球全新小型车平台的技
术优势!爱唯欧的底盘调教偏向欧式运动风
格!突显精准'扎实的操控性能!同时兼顾驾
乘舒适性& 为实现各种路况下的精准响应!

欧宝和雪佛兰超级跑车科尔维特的工程师
团队参与该平台底盘调校工作!对悬挂结构
进行优化&爱唯欧前悬挂采用带横向稳定杆
的麦弗逊式独立结构!特别形状设计的弹簧
结构减小了内部摩擦! 达到平顺的减震效

果(增加的前端中空稳定杆提升了外部车轮
抓地力!给予车辆更好的弯道表现& 后悬挂
则采用轻质双层管状 6型中空梁结构的扭
力梁半独立悬架!搭配经过特别优化的后悬
摆臂!提升了车辆灵敏度及回中特性!更好
地吸收颠簸时产生的振动和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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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之初起!雪佛兰爱唯欧便严格按
照全球五星安全标准打造!拥有全球同级车
中首屈一指的车身强度&爱唯欧整车车身采
用 !JK车架一体化构架!侧车身应用一体冲
压车身框架! 保证了良好的车身整体刚性(

通过加装四门管状防撞钢梁和前后高强度
防撞钢梁! 有效防止侧向及正向载荷冲击(

此外!全车身应用超过 2;V的高强度钢材!

并在顶部及 9'!柱等重点部位运用超高强
度钢材! 令爱唯欧翻滚时车顶可承受近 7

吨'.0#倍车重冲击!超越美国公路安全保险
协会*KKW?+公布的碰撞测试标准!极端情况
下最大化保证人员安全!将小型车的车身架
构提升到了全新的标准&

主被动安全配备方面!爱唯欧全系搭配
四回路 9!?NO!M! 独立控制每个车轮的刹
车!保证最佳的制动稳定性& KXUGYZ儿童安全
座椅固定装置及后排儿童安全门锁设计保
证了后排儿童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雪佛兰
爱唯欧有 1款型号配备了四安全气囊!领先
小型车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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