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 WEEKLY
周刊

执行主编：郑彤
主编：原中倩 美编：孙发强B08 2015年4月7日 星期二

资讯车车东风瑞风“风”驰电掣 一汽广汽和“汽”生财

买车踏青正当时
莫负天涯四月天

多款新车海南上市，《汽车周刊》帮您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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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塔
海南上市发布会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北京现代南区事业部广东办事
处区域经理刁文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上
市发布会，此次现场共发布2款第九代
索纳塔车型，一款是搭载1.6T +7速双
离合变速器车型，另一款是2.4L车型。
至此，备受期待的第九代索纳塔终于正
式来到海南，为海南车市增添一抹更具
时尚动感的蓝色用车体验！据悉，在4
月1-4日的海南国际车展期间，北京现
代还在会展中心东侧同步开展了“第九
代索纳塔深度试驾会”，为公众提供动

态与静态的全方位试乘试驾体验。
第九代索纳塔定位为“新动力高端

智能座驾”，是北京现代继索纳塔经典、
名图之后推出的又一款重量级中高级
车，也是北京现代迄今为止最高端、最豪
华的车型，代表着北京现代在科技革新、
设计美学、智能服务等方面的最高水准。

第九代索纳塔共提供8种外观颜
色，分别为雷明红、珍珠白、爵士黑、橄
榄棕、古月银、山川灰、碧海蓝和沙漠
金。内饰方面，共有黑、米、棕3种主色
调内饰颜色，根据排量及配置不同可提
供9种内饰组合供选择。

2015第 12届海南国际汽车展览
会日前在海口市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
心举行。

这场让人目不暇接的车坛盛事吸
引了众多的知名车企齐聚海口。一向
在海南拥有超高人气的一汽丰田携全
新CROWN皇冠、全新COROLLA卡
罗拉、2015款RAV4、全新VIOS威驰、
REIZ锐志等主力车型盛装亮相，为本
就非常火热的海南车展增色不少。

作 为 一 汽 丰 田 的 旗 舰 车 型 ，
CROWN皇冠历来便是高端、品位的象
征，新上市的全新CROWN皇冠更是
一汽丰田的最新力作。

而这样一款全方位进化的旗舰车

型价格区间仅为 27.98 万-38.58 万
元，无可挑剔的外观、无可比拟的性
能再加上相当亲民的价格，全新
CROWN皇冠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就
不足为奇了。

在本届海南车展上，一汽丰田不但
展示了非凡的商品实力，更以竭诚服务
让消费者感受到一份赤诚之心。成立
12年来，一汽丰田始终以“客户第一”
为经营理念，从商品质量本身出发，完
善服务，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迄今已
获得超400万用户的信赖。未来，一汽
丰田会凭借卓越的品牌实力与真诚的
服务理念，为更多的消费者带去精彩的
汽车生活。

全新CROWN皇冠领衔
一汽丰田海南车展显实力

3月31日，江淮汽车在海南宣布旗
下第二代瑞风S5正式上市，售价8.95
万元-13.95万元。作为江淮布局主流
城市SUV市场的重磅产品，第二代瑞
风S5顺应消费大潮，搭载1.5TGDI+
6DCT白金动力组合，并在智能科技、
人性化设计等方面精心打造，为年轻消
费群带来“乐驾SUV”全新选择。与第
二代瑞风S5同台登场的江淮自主“白
金传动系”动力组合，也有力扛起了中
国品牌在核心技术上突破的大旗。第
二代瑞风S5的上市，开启了江淮汽车
以技术提升性能、以技术驱动品质的全

新市场成长历程。
江淮白金传动系的上市，不仅体

现了江淮在自主研发和核心技术领
域的重大突破，也一举提升了自主品
牌整体技术水平。而白金传动系与
江淮二代平台技术的结合，让第二代
瑞风 S5拥有了强大的产品竞争力，
真正诠释了“Enjoy the power”的
产品诉求。从瑞风S3的“易驾”时尚
到第二代瑞风 S5的“乐驾”体验，江
淮正紧紧抓住 SUV 人群的核心诉
求，为不同用车需求的消费者提供更
多品质选择。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 陈凤娇）为期4
天的2015第12届海南国际车展日前落幕。据车
展组委会统计，本届车展共成交3050辆车，成交
总金额3亿多元，观展人次超过15万。

“在车展上买车是真实惠！说直降1万元
就是一降万元。”海口市民黄女士说，今年初，
她看中了上海大众一款朗逸车，当时售价是
13.79万元，但却一直砍不下价，“这次车展，车
商说到现场就直降1万元。开始我还不相信，
4日赶到车展现场，真以12.79万元的价格签下
了购车合同”。

降价促销是本届车展的一大亮点，参展商推
出了多重优惠措施，汽车降价幅度从5000元至6
万元不等。据了解，不少市民都像黄女士一样，车
展前看好车，等到车展以优惠价圆了购车梦。

第12届海南国际车展承办单位——海南共
好会展公司负责人周大赛说，本届车展作为全国
新春第一车展，车商卖车3050辆，成交金额3亿
多元，在汽车销售淡季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非常不
容易。一方面，是本届车展得到省政府、海口市政
府、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和省贸促会的特别支持，另
一方面，则是全国车商给力，拿出特别优惠的举
措，激活并满足了市场购车需求。

本届车展的卖车效果让车商感到惊喜，也让
错过此次机会的消费者，对将于9月10日至13日
举办的“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充满期待。

第12届海南国际车展
4天卖车3050辆
“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9月举办

第九代索纳塔海南上市
售价17.48万元-24.98万元

全新“乐驾SUV”第二代瑞风S5
携白金传动组合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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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空调做清洁养护：与家中空调使用的滤网一样，
多数汽车外循环进气口都安装进气过滤装置，如花粉滤
清器或灰尘滤清器。长期行驶，汽车空调风道内积存大
量灰尘，且常年保持潮湿、温热，是最适宜细菌繁衍的地
方。清洁养护空调，不仅提高空调性能，而且有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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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汽车漆面：海南阳光直射，紫外线特别强，而
海南又常有暴雨，这种交叉作用，易伤害汽车漆面，与
内地汽车相比，海南汽车漆面更容易发旧、起皱，原因
就在这里。如何保护汽车漆面？一种建议是定期打
蜡，其实这是个误区，车蜡在高温下很快流失，抗紫外
线作用非常有限。保护汽车漆面，镀膜是最有效的办
法，采用无机镀膜，在汽车表面形成水晶玻璃镀膜层，
不会被紫外线、酸雨等外界因素氧化而消失掉，车辆
正常使用情况下单次镀膜保护车漆长达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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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雨刷老化：日常维修保养中，雨刷器不是必
检项目，不少车主平时不重视雨刷。而实际上，长期
使用雨刷器橡胶条都会老化，除水效果一年不如一
年。高温季节也是海南多雨季节，雨刷器对海南车主
来说尤其重要，特别是暴雨期间在路上行驶，一旦雨
刷器效果不好，就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车上不要放易燃物。汽车自燃，有些是汽车本身
有问题如短路等，但更多时候，是车主不良习惯引起
的。曾有车主夏天将打火机放在驾驶前台上，经过高
温烤晒，打火机着火，引燃汽车。因此，车上不要放置
易燃物品，如打火机、香烟、清洁剂、香水等，特别是不
能放在驾驶前台和后置物板上。

轮胎气压可略降低。夏天路面气温高，汽车与路
面长时间接触，轮胎温度会相应升高，加上高速运转，
轮胎内气压升高。如果轮胎使用时间过长、磨损过
多，就很容易爆胎。因此，夏天轮胎充气较平常可略
少些，特别是准备长距离跑高速，切不可充气过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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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给水箱补水。水箱在汽车的冷却、散热中有
着重要作用。夏天由于气温高、空调常开等原因，水
箱水消耗较平常快，水位不足，发动机散热不良，温度
过高，零部件膨胀会使各部件配合间隙减小，影响发
动机正常工作。因此，夏天要随时观察水箱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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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要换得勤些。因为夏天高温，机油容易稀
释，润滑性大幅下降，会影响发动机正常运行，导致部
件磨损加剧，严重的使发动机毁损。因此，如果平常
5000公里换一次机油，那么夏天最好4500公里甚至更
短距离换一次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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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博捷汽车服务中心负责人
云大松从事汽车维修15年，他着重从
三个方面提醒车主：

于俊杰是东风雪铁龙海口神驰
公司总经理，投身汽车行业近 20
年。夏天汽车保养，他建议主要关注
四个方面：

海南的夏天漫长，不仅常
有高温，而且时有暴雨，如
何保养汽车成为车主关
心的话题。记者近
日就此展开采访，
业内专业人士
重点提出了
7点注意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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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国内上市新车

上海通用雪佛兰新款科帕奇

雪佛兰新款科帕奇也将在4月上市。新款科
帕奇的整体外观造型并未改变，在一些细节上则
采用了新的设计。新车进气格栅由网状造型改变
为横条锯齿状设计，下进气口由之前的倒梯形改
为正梯形设计，与黑色的装饰板在形状上更加统
一。在动力部分，新款科帕奇很有可能会沿用现
款车型使用的167马力2.4L发动机，与这款发动
机匹配的或将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作为一款主打7座车型的中型SUV，科帕奇
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比较多的，诸如汉兰达、
索兰托以及现代胜达等部分车型都会与其展开竞
争，其生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而在2014年中，
这款车的销量为 32525 辆，较 2013 年下降了
13.50%，所以新款车型的推出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斯柯达全新晶锐

全新晶锐车型是在2014年10月在巴黎车展
上正式首发的，这款车采用了斯柯达最新的设计语
言，前脸进气格栅采用了标志性的设计，前保险杠
设计也十分简洁，总体来看十分精致。而新车尾部
的设计则没有前脸设计那么上档次，整体感觉相对
较为单薄。在动力部分，上海大众斯柯达全新晶锐
预计将搭载1.4L和1.6L发动机，传动系统方面，与
发动机匹配的是5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上一代斯柯达晶锐在国内推出到现在已经有
6个年头了，通过查询中汽协公布的销量数据，我
们发现晶锐在近几年的销量一直处于下降的状
态，可以看出车型的老化对于该车的销量还是有
一定的影响。本次将上市的新一代车型在外观和
内饰上的改变比较大，整体看上去更加时尚，对于
年轻消费者很有吸引力。若上市后采用相对亲民
的定价策略，相信其会取得不错的销量成绩。

凯翼C3

凯翼汽车旗下凯翼C3的两厢版车型凯翼C3R
将会在4月8日率先在网络上正式上市，新车共分
为三款车型，分别为蓝钻版、黄钻版和金钻版。凯
翼C3R车型基于奇瑞E2打造，新车采用了“贝壳
式”设计理念，主打年轻消费人群。新车前大灯采
用熏黑处理，配备了透镜而且采用了白色的饰条进
行装饰，雾灯框中还配备了LED日间行车灯。

总体来看，凯翼C3R的外观设计十分精致，
并不亚于许多同级别的合资车型。而就配置来
看，全系标配了倒车雷达、LED后尾灯等，还是比
较有诚意的。不过凯翼品牌目前的认知度还不能
为该车加分，凯翼仍需要进一步提升品牌的影响
力。最终这款车将会采用怎样的售价策略，让我
们共同期待吧。 （原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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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月光

在第12届海南国际车展上，共有
13款车首次登陆海南市场，分别是：东
风日产的天籁铂金版、江淮汽车第二
代瑞风S5、MG汽车锐腾、凯迪拉克
2015 款 XTS 博鳌行政版、雪佛兰
2015款科迈逻、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
塔、一汽大众新速腾、英菲尼迪QX50、
广汽丰田新汉兰达、一汽丰田新皇冠、
别克新英朗、广汽本田的缤智和雅
阁。其中，江淮汽车第二代瑞风S5、凯

迪拉克2015款XTS博鳌行政版、一汽
丰田新皇冠这三款车是全国首发。

业内人士分析称，大量新车在海
南集中上市，表明海南的汽车市场越
来越受厂商重视。同时，也表明海南
汽车消费升级换代的步伐加快。

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塔

“这款车在海南上市不到一周，
订单已经有30多辆，现在订车只能等
到五一之后才有车提。”海南京诚汽车
销售服务公司市场总监罗晨说，4月1
日，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塔在海南上
市受到追捧，市场表现比在内地很多
城市都抢眼。

罗晨说，第九代索纳塔定位依然
是中档车，但在很多方面已经具备甚
至比肩高档车的性能。比如在智能化
方面，与手机绑定，人在家里就可以启
动汽车空调；从超市出来抱一堆物品，
只要站到汽车后三秒，后备箱就会按

程序打开等。再比如，在安全性能方
面，中档车使用，一般不到50%，而第
九代索纳塔对高强度钢的使用超过
60%；中档车一般只有6个安全气囊，
而第九代索纳塔达到9个，并且首次增
加了对膝盖的保护。

江淮第二代瑞风S5

江淮瑞风第二代S5是江淮汽车公
司2015年的重点产品，选择海南作为
国内首发地。这款车虽然价格不高，
最高配置的不到14万元，但一些性能
指标不输于高档车。

海南鼎誉江淮汽车销售总监张剑
说，瑞风第二代S5搭载1.5TGDI发动
机，采用新技术，实现小排量大功率，
功率最高可达128千瓦，而普通1.5T
发动机功率不到90千瓦。此款车的百
公里综合油耗不到8升，0至100公里
时速的加速时间可达9.8秒。

张剑说，作为一款低档越野车，瑞

风第二代S5通过新技术的运用，自动
化程度高，比如，启动空调、导航、播放
音乐等设备，不再需要动手设置，只需
口头下达指令，车载电脑就能够自动
完成，从而解放了驾驶者的双手。

凯迪拉克XTS博鳌行政版

凯迪拉克XTS博鳌行政版，特配
了GPS导航系统、车载Wifi热点以及
博鳌专属徽标，还可特别获赠24个月
每月2G的上网流量。

据介绍，凯迪拉克3GWifiBox可
以将3G网络分享到移动设备上，使用
户在无聊的行车旅途中，可以使用任
何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在高速
移动的车辆中娱乐、工作。同时，此产
品还能通过蓝牙接入到XTS的CUE
娱乐系统。

据介绍，凯迪拉克XTS博鳌行政
版虽然“科技武装到牙齿”，但是仅限
量发行1000辆。

东风日产铂金版天籁

刚上市的东风日产铂金版天籁，
也宣称“智能化新坐标”，拥有Intel芯
片加Windows操作系统，320G大容
量硬盘，飞利浦光驱、800*480分辨率
7寸真彩数字屏、DDR1G内存、内置
4*40W 功 放 ，立 体 声 输 出 、4 个
USB2.0接口、双导航地图、近120G容
量的卫星实景图片、完美支持方向盘
控制，还支持空调信息显示。

东风日产海南专营店有关负责人
介绍称，除上述四种领先中级车智能
化设备外，铂金版天籁还有兼容移动
办公、实时股票信息、实时交通系统等
智能装置。据了解，这13款新车，广
泛应用了新技术，智能化程度普遍提
升，有款新车还搭载了自动倒停车系
统——车主只需把汽车开到电脑指定
位置，车载电脑能够自动完成倒车入
库或侧方停车入库。

对于汽车业界而言，海南汽车市
场由于规模小，在国内的影响力不算
大。但是，刚刚落幕的第 12 届海南
国际车展，却吸引了全国汽车行业的
关注，主要原因就是多款新车在海南
上市，其中的3款还是国内首发。

这些新车有何特点？今天，就让
我们带您看看部分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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