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国际汽车展精彩纷呈

郑州日产五“虎将”
上演大“惠”战

三月的海口，风光旖旎。第13届海南国际汽
车展“惠”战正酣。郑州日产位于B馆B03展位，
旗下CDV车型新帅客举行了海南区域上市活动，
这款同时满足生活事业双重需求的全新车型正式
登陆海南。

郑州日产旗下NISSAN NV200 2016款、东
风风度MX6、锐骐新一代皮卡、锐骐皮卡经典款
也同时亮相展台。互动、留资、订车、换购，均有好
礼相赠，此外更有金融按揭免息低息优惠。5员
虎将携8重好礼，回馈广大消费者，引得参展观众
纷纷驻足。

郑州日产传承20余年合资生产经验，致力于
不断提升产品品质，以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消费者
创造最优价值，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肯定。

郑州日产大“惠”战火热上演，车展期间订购
各车型，还可享受金融按揭免息（1年期或2年
期）、低息（2-3年期）的优惠。钜惠鏖战海南车
展，让您购车更顺畅。

车展“大惠”正进入高潮，郑州日产敬候您的
到来！

1.6L 舒适版 MT 119，000

1.6L 豪华版 MT 125，000

1.6L 舒适版 CVT 129，000

1.6L 豪华版 CVT 135，000

1.6L 尊享版 CVT 137，800

1.6L 智享版 CVT 139，800

1.6L 智尊版 CVT 146，800

1.8L 豪华版 CVT 150，000

1.8L 智尊版 CVT 15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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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限 界无限”雪佛兰新
一代旗舰轿车迈锐宝XL上市发
布会在3月10日上午11时在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雪佛兰 C09 展
馆盛世开启。此次发布会由海
南安骅雪佛兰、嘉华永通雪佛兰
共同承办，旨在给广大市民献上
一场王者旗舰降临的狂欢盛宴！

此次迈锐宝XL上市发布会
以“心无限 界无限”为主题，聚
焦“热爱·梦想·行动·分享”的品
牌精髓，完美诠释了雪佛兰全新

品牌主张“梦·创未来”。
作为开年的“第一炮”上汽通

用汽车雪佛兰品牌的新一代旗
舰轿车迈锐宝XL突破驾临。其
售价 17.99 万元-24.99 万元，并
配备 1.5T 和 2.5L 两种全新动力
总成。同时上市会更是发布了
雪佛兰全新的品牌宣传语：梦创
未来。而作为雪佛兰品牌在华
下一个十年的开山之作，迈锐宝
XL肩负着雪佛兰的品牌和销量
双提升的重任。

北京现代“Elantra领动”
亮相海南国际车展

北京现代经典品牌Elantra（伊兰特）系列的
顶级产品——领动，3月10日在海南国际车展华
美现身。海南众多汽车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
见证这款北现新车型的亮相。

据悉，该车将于3月25日全国上市，北京现代
家族又一款新车即将问世！目前，北京现代海南
各经销4S店举办预交200元订金，上市后提车抵
2000元购车款活动，机会可不能错过。

领动定位为“领新一代动感座驾”，是北京现
代Elantra系列的顶级产品。不但传承了家族优
秀基因，更融入运动、前卫的设计元素，无论是在
造型设计、动力技术，还是科技配置上都有了革新
性的改变。

领动由当红实力派明星胡歌倾情代言，是专
为“有个性、有主见的领新一代”打造的一款兼具
经典与创新的精英中级车型。

领动是继伊兰特、悦动、朗动等5代车型发
展，进化而来，继承了前辈的优良传统，聚合了最
新汽车科技的结晶品。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4610x1800x1440毫米，轴距为2700毫米，相比
朗动的长宽高分别增加40毫米、25毫米、5毫米。

3月10日，东风日产携旗下
NISSAN、启辰两大品牌重磅出击
2016第 13届海南国际汽车工业
展览会。此次车展上，东风日产进
行了全新轩逸首站车展上市发布
会，与全岛消费者见面。

3月4日，东风日产官方宣布：
在去年创造月销超4万辆的日系
家轿第一车轩逸正式换代，全新轩
逸上市。此次全新轩逸共推出9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11.9万元-
15.9万元。

作为东风日产全力打造的
科技派旗舰家轿，全新轩逸将全
面满足新生代家庭对于潮流科

技和生活乐趣的追求，为消费者
带来更有趣、更安心、更愉悦的
用车体验。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
理周先鹏表示：“轩逸不仅是家轿
市场的开创者，更是家轿市场的引
领者。此次全新轩逸率先开启了
家轿科技化变革，必将再次树立家
轿市场的价值典范。”

2016年，海南区域结合自身
特色，积极开展各种品牌提升及促
销活动，很好的让消费者体验到了
精彩汽车生活的无限魅力。正是
在扎根海南市场的方针下，东风日
产在海南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

全新轩逸首次亮相
海南国际车展

汽车好声音两会“鸣喇叭”
对汽车业有啥建言？对车主有哪些影响？

中国汽车市场的未来在农村，在即将
脱困以及正在走向小康及富裕的地区，伴
随汽车产业大环境的变化，以在华外资品
牌为首，越来越多的汽车制造商不断将销
售渠道下沉，逐步开拓三四级甚至四五级
城市、城镇市场。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
会议提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都摘帽，解决
区域性整体贫困。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
改善农村公共服务，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具备条
件的乡镇和建制村要加快通硬化路、通客
车，这无疑给汽车行业新增长奠定了基础。

为此，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汽车总裁王
凤英提出，增加车辆使用强度，优化车船使
用税制度，她表示，应该明确高速公路等交

通基础设施的社会、经营属性，科学分配资
源，为车主创造更公平、更规范的用车环
境；以用车强度作为重要的收费考量标准，
探索车用燃油阶梯定价制度，引导用户降
低用车强度。

目前微型低速电动车未纳入我国道路
交通规划之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动力电池
企业天能集团董事长张天任认为，这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的发
展，国家应该适当放开相关政策，将其列入法
定交通工具，并允许在农村道路上行驶。

全面二孩实施之后，很多人生育二胎
的意愿并不高，因为相关配套设施与政策
并未落实，矛盾逐渐凸显。所以，今年两会
上，全面二孩配套等问题也许会有着落。
一旦确定，必将对更多人群二胎意愿有所
刺激，那么汽车制造商预判的未来就将更
加接近真实。

一年一
度的全国两
会正在进行
中。每年的
全 国 两 会
上，都会有
很多关乎未
来一年甚至
几年社会经
济生活的重
要内容。海
南日报商业
周刊整理了
今年两会上
关于汽车行
业 的 部 分
内容，一起
来看一看。

3月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
议开幕，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到，要“活跃二手车市场”“加快建设城市停
车场”“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

在谈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时，提出要“着
力抓好减少燃煤排放和机动车排放”“全面
推广车用燃油国五标准”和“淘汰黄标车和
老旧车380万辆”的相关内容。

关于新能源汽车，李克强总理在国务
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5条具体措施，一是
加快实现动力电池革命性突破；二是加快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三是扩大城市公交、出
租车、环卫、物流等领域新能源汽车应用比
例；四是提升新能源汽车整车品质；五是完
善财政补贴等扶持政策，督促落实不得对
新能源汽车限行限购的要求，破除地方保
护，打击“骗补”行为。

全国政协常委、国家“863”计划节能与
新能源汽车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组长、清
华大学教授欧阳明高表示，中国最有潜力
成为新能源汽车强国，将电动化和智能化
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
超越西方问题不大。

全国人大代表，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徐和谊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迫在眉

睫，全社会都来关注新能源汽车，消费者优
先选择新能源汽车。他预测，2016年对于
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来说，保守估计增速
不会低于2015年。

全国人大代表、江淮汽车集团董事长
安进认为，绿色是汽车行业必须回答的问
题，如何把百公里平均油耗控制在5L，如
何从研发到制造整个流程稳定达到节能环
保的标准，这是很大的难题。同时，如何处
理好环保与节能、动力性的矛盾，也是全行
业的重大难题。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科
力远董事长钟发平的议案是《关于加速推
广和普及混合动力车的建议》。值得注意
的是，这已经是其连续第三年针对混合动
力车型提出议案。

“现在很多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只是将
发动机、电机等部分简单相连，在技术上并
不领先。并且由于基础设施等问题，消费者
购买后仅使用传统方式驾驶。同时，由于电
池很重，造成整体油耗高于传统车。这种情
况在一些城市已经非常普遍。”全国政协委
员、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对混合动力车纳
入新能源补贴很支持，他表示，吉利会选择
纯电和混动综合的新能源技术道路。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相比，中
国二手车还处于起步阶段，发展潜力巨
大。目前，中国二手车一直保持着增长态
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本注入。然而，高
速增长后，二手车的发展受到了限迁政策
的影响。该政策严重影响了汽车的流动，
使得一些年限稍长的二手车无法全国范围
内正常流通落户。

而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活跃二手
车市场”，透露出国家要在这个方面加大力
度。对于二手车行业意味着利好，并很有
可能打破二手车行业发展的“限迁”桎梏，
为二手车行业带来新的更大发展。我们有
理由相信，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二
手车领域将迎来一场大规模的财富爆发，
带来更大的商机。

“自动驾驶仅靠汽车企业的努力是不够
的。未来自动驾驶需要将车与人、车与车、车
与移动设备、车与城市道路系统，通过云服务、
大数据交换链接在一起，相关法规、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如果跟不上，一切都会前功尽弃。如
何实现汽车在驾驶过程中和城市道路系统的
自动沟通，这需要车企和政府部门的共同努
力。”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吉利集团董事

长李书福的提案是：加快自动驾驶立法。
全国政协委员、百度CEO李彦宏也表

示，我国应从国家层面对无人驾驶予以重
视，他建议，对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产业
化应做好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并尽快修
订和完善无人驾驶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无
人驾驶汽车的研发、测试和商业化应用提
供制度保障。 （蔡辑）

新能源汽车最受关注

活跃二手车市场

渠道下沉，汽车下乡

无人驾驶成亮点

雪佛兰新一代旗舰轿车
迈锐宝XL海南上市

琼山澳众旗舰店
全新帕萨特尊享0利率

有些人，一个眼神就能征服世界。有些车，
仅需一个“目光”，就能震慑全场。全新帕萨特
搭载晶钻双翼全LED大灯，以一双智慧明眸，
照亮前路，伴车主沉稳登场，自信前行。

目前的汽车市场上，卤素大灯、氙气大灯以
及LED大灯是最主流的三种选择。相对其他
两种大灯，LED大灯可说是汽车行业技术不断
进步的重要产物，近年在豪华车上开始呈普及
之势。

全新帕萨特配备的晶钻双翼全LED大灯，
即使放眼国内中高级车市场也不常见，可以说
代表了目前车灯科技的主流发展方向。据上汽
大众琼山大道澳众星级旗舰店销售人员介绍，
目前全新帕萨特现车尊享0利率的按揭购车优
惠，轻松即享耀智豪华旅程。

提到LED车灯，也许有些车主看来并不罕
见，其实不然。虽然LED的车尾灯与日间行车
灯已较广泛的运用在各车型中，然而一款车型
的远近光、日间行车灯、位置灯等灯组均采用
LED光源的并不常见，往往是高端车型上出现
的配置。

全新帕萨特配备了晶钻双翼全LED大灯，
该灯组全部光源，包括远近光、日间行车灯、位
置灯、转向灯、角灯等均为 LED 光源，同级罕
见。这一“阵容”要到奔驰C级、宝马3系等豪华
车型上才会看到。全新帕萨特的晶钻双翼全
LED大灯，整灯组一共采用了72颗LED，科技
感十足。同时，在灯眉和灯球的周围，还精心设
计了“L”型和“U”型LED日间行车灯，更增添了
一份时尚与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