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性价比

SUV 生产厂家众
多，但相当部分小厂年产
销量很小，随着市场竞争
激烈，这种非专业和规模
小的企业就可能被淘汰
出局，尽管宣传力度很
大，但不能保证长久。一
般说来，上市公司实力比
较强，生产经营规范，售
后服务有保证。

另外，所谓“性价
比”，不能说价格高就是
高档，价格低就是低
档。选购一辆喜爱的
SUV，要全面衡量整车
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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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用户都喜欢购
买排量、功率大的SUV，
但这类车油耗普遍都较
高。

如果购车者不是一
个专业的越野车手，建议
选择一款日本技术、国产
自主品牌、排量在2.2升
左右的SUV，这类SUV
百公里油耗在 10 升左
右，相对来说不但省油，
而且动力也能满足穿梭
城乡的需要，对玩车族和
普通用户来说是一个比
较合适的选择。

看油耗

如何挑选SUV

如何选购一款适合自己的SUV？海口任我行汽车租赁有限
公司资深车友许永伟提供以下参考：

看底盘

选车时不仅要看外
观，更主要的看底盘。
市场有相当部分经济型
SUV底盘不是SUV专
用底盘，而是与皮卡一
样的钢板弹簧结构，其
并不具备运动越野性
能。越野 SUV 最明显
的标志是其底盘前桥为
越野型高强度大摆臂结
构独立悬架，断开式四
连杆悬挂后桥，螺旋弹
簧非独立悬架。如果不
需要运动、越野，可选择
一款时尚、实用、客货两
用的车型。

■ 本报记者 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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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购买热背后，是不是所有
的购车群体都有必要入手一辆SUV
呢？海南嘉德福特4S店展厅经理
翁雄认为，如今拥堵的城市交通、停
车位紧张以及油价等等都是购车者

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SUV在视野、
通过性等方面相比普通轿车有比较优
势，但是还是要考虑车身大可能带来
的停车不便和油耗较高等问题。”

翁雄介绍，SUV的设计在整体上

是较重的，较重的车身意味着发动机就
要输出更多的动能，可以说，紧凑型SUV
车型的油耗普遍高于同平台的紧凑型轿
车，同时也高于更高一级的中级车。

另外，由于同级别的SUV比轿车

要贵一些，翁雄建议，经济条件相对有限
的购车者，比如刚入职的应届毕业生不
一定非要选择SUV，如果只是在市区驾
驶，普通轿车完全可以满足需求。

除此之外，翁雄还特别提醒，SUV

按功能分为城市SUV和越野SUV。在
通过性方面，普通城市SUV的通过性并
不比普通轿车出众，几乎前置前驱SUV
能通过的路面，普通轿车通过起来也没有
多大难度。

■ 罗孝平

近年，中国汽车市场整体增长
放缓，连前几年风头无二的进口车
市场也出现持续性供需双降，但有
一种车型却卖得越来越火热，那就
是SUV。

20年前美国的“SUV发烧潮”开
始席卷中国，成为众多汽车厂家的
利润输入点。

今年 1-4 月，SUV 产销同比继
续保持高速增长，分别为 49.8%和
48.7%。

话说，SUV又贵又耗油，为什么

有那么多人买？
毋庸置疑，一部分人是基于刚

需，“全面两孩”落地，路况复杂的
需要，带着一家老小来一场“说走
就走”的旅行；还有一部分人是有
钱任性，油耗高算什么，养护费也
是毛毛雨……但是，还有很多人是
出于一种“信仰”：SUV高大、拉风，
开起来有面子。

没错，SUV 通过性好、空间大、
底盘高，全然一副“霸道总裁”范
儿。但是，倘若你经济承受力差、
一年 360 天足不出郊……SUV 的优
点完全被稀释和消解了，这不是死

要面子活受罪吗？
还有一点不得不说，那就是不

少低门槛SUV的性价比，在看得见
的地方做足了功课，在看不见的地
方留下不足，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

“美”。依托轿车平台开发 SUV 车
型，是当下车企惯用的路数，因此在
隔音、工艺等方面，跟同价位轿车相
比存在着一定差距。

再者，SUV 显然并不符合现代
汽车工业对于汽车轻量化和绿色环
保的长远发展方向。

说到底，人与车寂然相许，理性
才是你的信仰。

理性才是你的信仰

SUV还在“集体上火”
业内：买车不宜跟风，要综合考虑承受力和性价比

5月28日下午15：00优之杰马自
达集团在滨海旗舰店举办“Mazda
CX-4海口越鉴会”。一款未来派轿
跑SUV在海南正式启动预售，预售价
格14.18万元-22.18万元。说真的，
有了这个价格，你和CX-4友谊的小
船就翻不了啦。

CX-4车型在马自达整个SUV
产品序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相对于
马自达第六代产品而言，它实现了魂
动设计和创驰蓝天技术的再进化，从
某种意义上来讲属于 6.5 代产品范
畴，代表了马自达下一代产品的设计
语言和研发思路。从 CX-4 轿跑
SUV的产品定位来看，完全可以命名

为CX-6。
了解了CX-4是何方神圣，是不

是已经觉得这个价格很值了！别着
急，一汽马自达CX-4还有更多诚意
满满的购车政策等着你。金融政策
的标配必不可少，50%首付，12期免
息；如果你是置换，那还能享受本品
牌车型 6000 元、其他品牌 4000 元
的优惠，给媳妇的一双高跟鞋又有
了。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到店扫码，
或在线登陆 CX-4 Your Style 专
题页可享受 499 元多彩生活特权，
包括线下购车直抵 499 元车款、到
店购车获得车模及有机会获得优先
提车权、时尚粉丝APP专属会员特

权、更有机会获得CX-4一年使用权
等。在这个不拼人品拼网速的时代，
赶紧行动起来吧！

在一个月后，一汽马自达CX-4
就要正式上市并公布售价。如果你想
当然地认为实际售价要远低于刚刚发
布的预售价格，那再次恭喜你，你可以
回到土星去了。这都2016年了，谁还
玩这价格捉迷藏的游戏啊，看看近两
年的新车，实际售价与预售价格的差
别就在2000元左右。

CX-4的最终实际售价将和预售
价格非常接近，预计不会低于14万
元。早已中了CX-4毒的朋友们，准
备好Money吧，我们相约6月末。

马自达SUV“Mazda CX-4海口越鉴会”隆重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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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在第十四届北京车展展台
上，海马汽车正式发布了自主中高端
MPV海马V70。该车凭借出色的产品力
和品质满足多口之家对舒适生活的追求。

作为海马“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的
拳头产品，海马V70是海马汽车品类细分
战略和精细化产品规划下的重磅车型。海
马V70定位“二胎家庭专车”，瞄准智慧的
家庭经营者，发力自主中高端MPV市场，
让消费者用更低的成本，享受高品质产品。

设计之初，海马汽车便以“活力前
沿”为设计理念，处处彰显活力、舒适。

海马V70是目前海马家族中做工最精
细、NVH等指标最优秀的一款产品，更
加重视“人性化”用车诉求。

近年来，海马联合意大利、德国、法
国、日本、韩国等全球技术研发资源，打
造“1+5”的研发及供应战略合作模式，不
断创新。为了增强驾乘品质，海马投入
超4000万元建立专用消音室，并采购自
主品牌很少用到的声源定位等设备，在
西门子LMS的协助下进行NVH优化。
最终，海马V70的车内噪音优于同级产
品。动力方面，海马应用缸内直喷、

VVL、VVT、智能水泵等先进技术，推出
更高效、更节能的小型化增压发动机，并
积极加快新能源动力系统和变速箱技术
的开发。海马汽车长期与日本东机工等
顶尖技术公司合作。

作为海马汽车品类战略和精细化产
品规划下的重要车型，海马V70是海马
实行细分市场战略，打造精品车型的一
个重要表现。海马V70将引领海马品
质的提升，打造符合年轻人需求、充满
科技感的汽车品牌，实现“品质海马、中
国符号”的企业愿景。

海马V70引领“品质海马 中国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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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侯赛

“空间要大，节假日要开车带着一家
老小出游，所以必须要一辆越野车。平时
还要在市区上班开，所以最好省油，还得
安全。”南海大道某汽车4S店，提出如此
“拧巴”需求的是海口某公司白领刘泽宇，
最终在销售商的推荐下，他买了一款国产
自主品牌的SUV。

事实上，从2014年以来，中产人群以
家庭为中心的消费导向，直接成就了中国
市场SUV热。国内自主品牌一股脑地推
出了大量的SUV，比如众泰、长城等等，合
资品牌也不甘示弱，以福特为例，先后在
中国市场推出了翼搏、翼虎、锐界等SUV。

近年来，SUV缘何如此受市场热捧？
购车一族有没有必要都买SUV？

这几年，很多人都在问一个
问 题 ，为 什 么 中 国 人 会 选 择
SUV？为什么不是轿车、皮卡、面
包车……？

海南九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品牌经理麦小燕认为，大家之所
以选择SUV，看似偶然，其实有着
必然因素，因为全世界每个国家
的畅销汽车，都有着各自的特点，

并非雷同。比如，美国最畅销的就
是皮卡，欧洲人喜欢柴油两厢车，日
本清一色都是微车，韩国遍地都是
现代和起亚。

“中国人选择SUV也是由我们
的自身情况所决定。”麦小燕认为，
和普通轿车相比，SUV的通过性和
适应性更强，无论是在城市的大街
小巷里穿行，还是周末到郊外郊游，

SUV都能适应，代表着一种更自由、
更随意、更轻松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
于生活在压抑环境的年轻人，SUV的
魅力远超轿车，能够给予驾驶者无比
的精神奖励。

在实用性方面，麦小燕也认为，
SUV更高的底盘和更庞大的身躯，像
高头大马一样，赋予了驾驶者更好的
视野，尤其是在等红灯的时候，开一辆

SUV和开着一辆轿车的感受截然不
同。“尤其是海南多暴雨天气，安全方面
考虑，也让不少人选择SUV。

“但是决定SUV能够火爆的根本
因素，还是在于消费者与自主品牌产
生了共鸣。”麦小燕告诉记者，在世界
主要汽车国家，基本都是本土品牌占
据优势，因为本土品牌必然更了解本
土消费者的需求，研发的车型也更迎

合本土消费者的喜好，更容易获得认
可。自主品牌提供的SUV产品，外形
漂亮，质量可靠，配置丰富，价格往往
只有合资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这就
很容易和消费者达成默契，共同引爆
了SUV市场的繁荣。而且随着越来
越多品牌和车型的加入，SUV市场提
供的车型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刺激了
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买SUV不宜盲目跟风

量身供给刺激购买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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