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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车市老周

随着9月乘用车销量数据出炉，作为
市场热点的SUV的名次变化无疑成为最
受关注的焦点。9月份自主品牌依然保持
强势，主流合资品牌除途观继续位居榜首
外，其他车型表现此起彼伏。引人注目的
是，前几个月表现平淡的北京现代SUV家
族，凭借四款SUV车型的出色表现强势回
归，以32312台的总销量重新夺回之前长
期保持的SUV组合销量第一的位置。

金九银十历来是汽车销售旺季。今
年9月份大部分车型销量都一扫前几月
的阴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今年
以来一直保持强势的SUV市场，9月份
也创出了同比58.7%的新高。与此同时
车型间的竞争却是异常激烈，与上月相
比，销量有从7000多台跌到不足3000
台的，也有大举进击再创新高的。北京

现代 SUV 家族表现抢眼，同比增长
60.5%，旗下四款SUV产品集体爆发。

上市不足一个月的全新途胜，凭借
精准的产品定位和综合实力，收获
10004台的销量。全新途胜是北京现代
针对80后消费者打造的一款兼顾操控
感和舒适性，在智能科技方面有突出表
现的中高端SUV。首月销量破万的表
现，表明了市场对这款车的认可。

另外，购置税利好政策惠及北京现代
SUV家族的两款车型全新途胜和ix25，
对消费者购成不小的吸引力。而另两款
车型ix35和全新胜达经过官降调整后，
性价比优势也已十分明显，在同级车中极
富竞争力。如此由全新途胜主攻，三款
SUV侧翼包抄的作战思路，将有望推动
北京现代SUV家族继续扩大战果。

海马明星SUV轻松“贷”就能拥有

作为东风日产年轻战略商品化的
第一步，LANNIA 蓝鸟以“源自年轻”
为开发理念，汇集日产全球精英团队，
专门为都市活力年轻人打造而成。其
自4月20日全球首发亮相以来，广受
年轻消费者的赞誉与期待。

LANNIA 蓝鸟以源自狂想的创
动造型，创新性地打破了传统三厢车
风格，让年轻人能够充分表现自我个
性，走在潮流最前沿；以释放活力的灵
动驾控，让年轻人尽享动力充沛、转向
精准、车身稳定的移动汽车生活，让他
们轻松掌控、倍感自信，充分享受驾驶
乐趣；以肆意前卫的智能科技，实现车
载智能系统与智能手机的双屏互动，
并以先进的智能科技，全方位保障年

轻人的精彩出行。
新蓝鸟全新演绎了日产家族式

V-motion前脸，家族基因的传承，运
动感和高档感兼具，宽大的进气格栅，
更具视觉冲击力。回旋镖式锐前眼大
灯具备很强的辨识度，上沿纤细的长
条LED灯带是整个车头点睛之笔，并
且这条同级车中最长的灯带并非单颗
粒构成，视觉质感更显档次。无边悬
浮式的车顶造型设计，侧面凌厉双腰
线，溜背式造型设计都凸显了日产最
新的全球设计语言。

在车内，为了提升驾驶者的舒适
度和整体体验，设计团队打造了一个
以驾驶者为中心的驾驶舱。针对中国
的年轻一代需要依靠科技实时与朋友

保持联系的诉求，车联网成为了日产
LANNIA蓝鸟研发时的关注重点。日
产LANNIA蓝鸟搭载了整合的资讯娱
乐技术，包括一套配有智能手机车联
网和七英寸多媒体显示屏的先进音响
系统。这套系统由日产汽车在中国的
设计团队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研发。

“I’m Young·I’m Possible”是
LANNIA 蓝鸟从研发到设计都始终秉
承着的品牌精神，因为这正是新一代年
轻人的精神追求之一。LANNIA 蓝鸟
凭借对年轻人消费需求和精神追求的深
刻洞察，以强劲而超前的产品实力满足
新一代年轻消费者的用车期待。新蓝鸟
10月26日全国领潮上市，更多蓝鸟资
讯，请咨询海南东风日产各个专营店。

全新蓝鸟亮相，为年轻人而来9月北京现代SUV销量重夺第一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全新一代维特拉，被誉为都市

硬派SUV新风尚的维特拉已到店
内！现面向新老客户发出邀请，诚
邀汇聚海南翔龙4S店，共襄海南翔
龙铃木首发盛举！

此次实车到店，维特拉首发，翔
龙长安铃木为感谢新老客户的长久
支持，特邀请您来品鉴，亲临观摩，
零距离接触，亲身感受它的无法抗
拒！新维特拉硬朗锋利的线条，霸
气侧漏的外观，科技新锐的设计，传
承铃木品牌近半个世纪SUV情怀
的精华淬炼——与您见面！

海南翔龙长安铃木，维特拉首
发会，就在这个周六！

时间：2015年10月31日下午
3时

地点：海南翔龙长安铃木4S
店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
304号

新海马S7是海马旗下的一款明星
级SUV，外形硬朗，空间宽大，升级后整
车品质有很大的提升，更具性价比。目
前新海马S7正在展开超值的“0驾天
下”金融政策，让您知道什么是购车时的
零等待，零利息，零月供，零手续费，对手
头资金有限但急于购车的消费者是一个
福音。贷款政策有四种方式：

新海马S7入门的纵享版除了搪塑仪
表台和智能行车电脑之外，还配备了诸多
人性化的实用配置。例如很多入门车型
都省略的前雾灯、大灯高度调节、电动调
节后视镜、后排分比例放倒，还有IOS-

FIX儿童座椅接口等，完全满足家庭需
求。而它的高配版本更是装备了很多科
技配置，如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定速巡
航、自动空调、胎压监测、ESP及先进的
HM-Link极智车载互联系统，手头富裕
的朋友不妨选择高配车型，可以享受到更
多豪华配置和便捷智能的用车生活。

特别要说的是升级后的新海马S7
换装的1.8T发动机和HM-Link极智
车载互联系统大幅提升它的动力水平和
科技配置，整车品质也进一步提升，而且
8.98万元纵享版车型的炫彩上市大幅拉
低了购车门槛。

海南翔龙炫酷双色维特拉首发见面会
10月31日与您不见不散！

快捷贷 首付40%，12-36期，等额本息 一张身份证（本地户口）

简易贷 首付30%，12-36期，等额本息 一张身份证+一张驾照即可申请

520产品

5050产品 首付50%，尾款50%，贷款一

年零利息，零月供，等额本息

通过率高、放贷效率高

24期以内享受零利息政策，贷款年限

到期后可申请展期，展期最长一年
首付50%，12-36期，等额本息

个贷产品 产品说明 申请说明

新海马S7第四代福美来钜惠来袭！
（以下四个产品的适用车型：新海马S7和福美来系列）

制图/陈海冰

一重礼：维特拉全系购置税减半！
二重礼：现在预定即可减免车船税！
三重礼：现在预定享超值大礼包！
四重礼：预交1000元现金即享优先提车权！
五重礼：现在预定赠送会员卡一张！
六重礼：现在预定赠送免费年检券一张！
七重礼：现在预定赠送500元续保抵用券！
八重礼：现在预定送终身免费洗车！
九重礼：现在预定送终身免费检测！
活动当天到店还可领取一份精美到店礼品，更有互动环节……
悄悄告诉你，订车还可参与抽奖哦，100%中奖！
如果您是一位“追求自由、行事果断、为人豁达”的都市精英，并需要

一位出色的伙伴陪你一起去面对未来，维特拉是您不错的选择。
心动不如行动，赶拨拨打电话行动吧！
报名热线：400-830-5655 400-813-2243
10月31日下午3时海南翔龙长安铃木4S店
维特拉等着你！与您不见不散！

如何消除新车异味？
新买的车有较大的异味，是不是车内材料劣

质？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说内饰塑料材质应用越多，新车异味

可能会越大，因此对于同一品牌的汽车，在异味
方面，相对高端的车车应该要好于低端的车车。

而且车内温度越高，内饰材料挥发会更重。
因此，在太阳暴晒的夏天，车内异味会更大。

那么新车异味该怎么办呢？大概有以下的
一些举措：

1 时间会解决问题。和新房一样，住上半
年，气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

2 开新车时，适当的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有
利于挥发性的异味散出。

3 在车内放一些异味气体吸附材，例如活
性炭、竹炭等。

4 利用负离子空气净化机去除异味，这个
和家用的空气净化器一个作用。

5 新车可以做光触媒来去除异味。光触媒
是一种纳米化学制剂，可以将塑料、胶带、胶水等
异味气体源的表面产生化学反应，一定程度上从
源头上去除异味，新车可以间隔几个月做一次。
当然这个需要在专业的维修机构来进行，也需要
花点银子。

6 不太建议用太多的车内香水，很多的劣
质香水本质上也是化学异味，只是起到了掩盖原
车异味的作用。如果实在要放点东西，建议可以
放点橘皮、柠檬一类的自然清香物质。 （蔡辑）

服务车车

现场预定享多重豪礼！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10月已近尾声，车市的“金九银十”
即将结束。这两个月，海南车市热闹非
常。海南日报商业周刊记者采访时了解
到，多家车商对这两个月的销售情况表
示满意。

车市回暖
同比环比都在增长

今年3月以来，岛内车市一度疲软，
多家车商表示，直到8月，汽车销量的同
比与环比还均呈下降走势。有车商称，

“由于固定成本不变，前几个月每个月都
会亏损十几万元。”

记者近日走访海口多家4S店注意
到，很多车商脸上的愁云已一扫而去，说
起9月与10月的销量，大家拿出的报

表，显示的都是“增长”。
“9月比8月增长20%，10月份虽然

还有几天才结束，但销售报表显示，目前
已经比9月全月增长了18%。”海口神驰
实业公司东风雪铁龙4S店总经理于俊
杰说，进入9月，店里各种车型的销量都
有所增长，走量比较快，部分车型甚至出
现断货。

据了解，北京现代汽车在省内的销
量，9月份也比8月增长了30%，10月
的销量也已比9月增长了18%。海南
京诚汽车销售公司北京现代4S店市场
总监罗晨说，近两月，不仅周末人气旺，
工作日也有不少消费者前来购车，环比
数据大幅度增长，同比数据与去年同期
持平。

这两个月，吉利汽车的经销商——
海南开心汽车销售公司的销售报表也很
可观：9月份比8月份增长了20%，10月

目前的销量也已比9月份增长逾10%。

利好不断
促销手段+优惠政策

车市销量在金九银十打了场“翻身
仗”，除季节因素外，大多车商也一致认
为，利用车展的促销手段，加上刚出台的
购置税减半政策，以及大量新车上市加
速了车市回暖。

海南博世汽车销售公司奥迪4S店
一位负责人说，今年金九银十期间，奥
迪连续两个月销量破百辆，这种现象并
不常见，原因其一是参加了海报金秋车
展，奥迪在车展期间走量非常大；此外，
国家刚出台的购置税减半政策，奥迪
A3与Q3的车型都在优惠范围内，不少
消费者冲着优惠政策出手购车，也助推
车市回暖。

年底走势
促销力度将减弱

金九银十期间，车市销量虽有大幅
攀升，但车价也降到了较低水平。有车
商分析，近两个月来上市的新型车，价格
非但没有提高，有的甚至比老车型更低，
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降价促销。

未来省内车市走势如何？记者采
访发现，不少汽车4S店正在逐渐减少
优惠幅度，如部分4S店原来在9月、10
月按揭购车，可享有两年零利息的政
策，但从11月1日起，只有1年零利息
的政策；还有4S店 11月份起，把原来
购车送4000元的大礼包改为送2000
元的大礼包。

据分析，车商促销力度减弱，主要原
因有三个：一是经过金九银十的走量，多

数车商的库存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二
是国家出台小排量汽车购置税减半政
策，给消费者送上了真金白银的大礼包；
三是年底是销售旺季，优惠力度变小，但
购车的刚性需求仍大。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到12月
份，部分销售成绩不佳的车商，为完成全
年的目标，还会有一轮大幅降价促销。

金九银十车市回暖，车商促销力度渐弱

“十”字路口，车向何方 外资品牌SUV
市场份额持续下降

根据盖世汽车研究院整理的数据，今年9月
份SUV市场累计销量实现579，979辆，同比攀升
62.8%。相对自主品牌72.4%的增幅，外资品牌
同比增长53.4%，整体销量实现275，185辆，远低
于SUV市场平均水平，其市场份额同比下滑3.0
个百分点至47.4%，不及自主品牌SUV。

日系品牌SUV销量依旧高于其他外资派系，
并且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今年9月，日系品牌
SUV销量实现100467辆，同比增长87.3%，是外
资SUV中增长最高的派系，也是唯一增幅高于
SUV市场平均水平的派系。

而其他外资派系SUV增长均不及市场水平，
德系品牌销量同比增幅最低，9月在SUV市场同
比增长 24.1%，销量实现 58463 辆。法系品牌
SUV虽然今年9月份销量仅实现18098辆，同比
上涨36%，但是其今年前三季度销量同比上涨
80.9%。韩系和美系品牌今年9月在SUV市场销
量均超四成。 （盖世汽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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