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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S5配备同级车型中少
见的专业SUV底盘，兼具舒适与
运动，带来轻松驾驭，让消费者充
分感受海马S5的独特驾控魅力。

海马S5全系标配前麦弗逊+
后五连杆式四轮独立悬架结构，
经典的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结构
简单轻巧、响应速度快，能够自动
调整车轮外倾角，让车轮在过弯
时能自适应路面，保证接地面积
最大化，大大提升舒适性；五连杆
式独立悬架能够使车轮和地面尽
可能保持垂直，维持轮胎贴地性，
从而达到舒适性的目的。

此外，海马S5前后悬挂均
加装了同级少有的大尺寸横向
稳定杆，这一设定弥补了前后悬
挂刚度、稳定性较弱等情况，做
到了对运动性能及安全性能的
兼顾，是同级其他SUV车型不
能企及的。

当然，除了在动力及操控方

面有着过人优势，海马S5在外观
造型设计、智能安全配置上同样
具有越级实力。意大利LD'A国
际设计团队的虎鲨式外观突出原
创与灵动，迎合了当下年轻消费
者的个性需求；五星安全、360°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越级“黑科
技”，在安全层面也给了消费者极
大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海马S5在
终端市场上还有着不错的政策
优势，面向全国推出了“向青春
敢闯者致敬 海马S5三免钜惠
行动”，凡购买海马S5全系任一
车型即可享受0购置税、0利息、
0金融服务费的超级购车补贴，
最高即省21518元！

海马S5就是这样一款能够
轻松驾驭速度与激情的“强动力”
座驾，8万级还带“T”，兼具舒适与
运动，可以说是当下年轻消费者
的购车最优选。你，心动了吗？

8万级还带“T”，
海马S5轻松Hold住精彩生活！

实打实讲，消费者购买SUV时看重的到底是什么？经过多方面考察，小编发现，动力与操控
是他们越来越关注的购车指标。那么，8万级SUV市场上最注重这两方面的代表车型是哪款
呢？小编认为非海马S5莫属！作为8万级SUV中的“性能控”，海马S5在动力总成上有着过硬
的技术积淀，带“T”动力，性能指标全优，为追求速度与激情的年轻消费者提供了一款拥有真正
SUV核心价值的产品，轻松Hold住精彩有车生活！

目前来看，8万级强动力
SUV海马S5的产品阵型涵盖了
1.6L+5MT、1.5T+6MT、1.5T+
CVT三种动力总成，其中由海马
汽车自主研发的1.5T涡轮增压
发动机最具动力优势。从技术上
看，海马S5 1.5T发动机应用超
轻量缸体、高分子树脂缸盖罩、高
品质塑料进气歧管等轻量化材
质，集成双质量飞轮、低惯量涡轮
增压器、E-GAS 电子油门、
DOHC-双顶置凸轮轴等核心技

术，各方面实力全面领先。
而从性能参数上看，海马

S5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马力163 Ps，最大扭矩223N·
m，最大功率转速5500rpm，且
在1800-4000rpm之间即能达
到最大扭矩输出，在搭载涡轮
增压发动机的8万级主流SUV
车型当中名列前茅。

再看与发动机相匹配的变
速箱方面，海马S5采用了手动
与自动两种搭配，其中自动变速

箱采用来自比利时邦奇的CVT
变速箱，而其他主流8万级SUV
车型当中除了吉利远景SUV同
样采用CVT外，其他车型采用
的多为AT、AMT或双离合变
速箱。

从技术上讲，CVT变速箱
的平顺性已经得到公认，毫无
顿挫感的特性已成为这个领域
不可争辩的事实。因此从账面
数据上看，海马S5 1.5T+CVT
的动力总成无人能出其右。

性能参数领先 海马S5动力无出其右

纸上得来终觉浅，实践才
能出真知，账面数据反映的只
是一款车型动力的参数标定，
在实际操控当中到底能够发挥
几成功力，才是检验一款车型
动力强弱的根本所在。那么作
为 8 万级强动力 SUV 的海马
S5，动力实测成绩到底如何
呢？

据汽车之家专业评测，海
马 S5 1.5T + CVT 车 型
0-100km/h加速时间10.07s，

1.5T + 6MT 车型 0-100km/h
加速时间 10.34s，这得益于海
马S5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的
涡 轮 调 校 功 底 ，发 动 机
1000rpm 时涡轮即可介入，
1800rpm 时便可输出峰值扭
矩，这种充沛的动力输出一直
持续到4000rpm。也正因此，
海马S5的百公里加速成绩在8
万级主流中国品牌SUV中绝对
领先，甚至超越很大一部分合
资品牌。

另外，在100-0km/h刹车
成绩上，海马S5的优势同样明
显。根据实测，海马S5 1.5T+
6MT 车型100-0km/h刹车距
离39.86m，而其他诸如帝豪GS、
长安CS75、哈弗H6、宝骏560等
成绩均在40m以上。

从实测成绩可以看出，海马
S5的动力总成的确拥有超越同
级的非凡表现，用真正的实力坐
实了8万级强动力SUV的价值
标签地位。

轻松应对考验 海马S5实测成绩亮眼

兼具舒适与运动 海马S5底盘生而专业

□记者 解元利

在荣威RX5强劲热销势头
的带动下，上汽乘用车今年累计
销量同比增长超过85%，远高于
市场整体增幅，已突破26万辆，正
在冲刺30万辆。在以荣威RX5
为代表的新一代产品带动下，上
汽乘用车开启了全新增长点，从

销量构成来看，其新一代产品是
绝对主力，“蓝芯”、“绿芯”、“互联
网”车型的销量占比超过78%，上
汽自主品牌已经率先形成了面向
未来的全新产品矩阵。尤其是上
汽今年 7 月正式上市的荣威
RX5，正不断刷新其销量纪录。

2016河南畅销车风云榜获畅销汽车品牌——

这些品牌，值得消费者信赖

2016年，东风悦达起亚高
举“革新”旗帜，在企业发展的

“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行。服务
革新、产品革新、营销革新、管理
革新，随着一系列切实有效的革
新举措的贯彻落地，东风悦达起
亚不仅实现了企业竞争力的全
面提升，更收获了丰硕的发展成
果。以顾客价值经营为核心，是
东风悦达起亚一直以来的坚

持。通过不断强化消费者购车
的便利性，增强客户接洽能力，
持续开发优秀的经销商，实现顾
客购车、用车体验和满意度的进
一步提升。企业在服务优化方
面的努力也收获了消费者的充
分认可。今年，东风悦达起亚相
继推出了KX5、新K3、K5混动
版、2016款智跑、2017款K4、新
KX3、新一代K2等新车型，在满

足消费者多元化购车需求的同
时，进一步完善了产品矩阵。
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东风悦达
起亚中部培训中心日前已在郑
州正式投入运营，其将成为包
括河南在内的中部区域经销商
提升销售、售后等环节服务能力
和水平的重要基地，不断增强
东风悦达起亚品牌的市场竞争
力。

获奖理由：之前由于处于产
品“空窗期”，东风标致整体表现
平平，但进入下半年后，东风标
致开启了新车密集投放的市场
节奏，今年7月全新3008上市，
随后东风标致2008 1.2THP、新
一代308上市，而之后更有11月

份登场的重量级SUV——东风
标致4008。随着这些新产品入
局，旗下产品竞争力大幅提升，
使得东风标致在下半年市场中
表现突出，这些新产品中尤其是
308、4008两款车型迅速掀起市
场广泛关注，在河南区域市场，

更是出现了一车难求的热销局
面。事实上，多年来，东风标致
在河南区域市场都有着很好的
市场口碑，随着今年产品的推陈
出新，东风标致多年来积累的良
好口碑便迅速转化为出色的市
场业绩。

获奖理由：今年前11个月，
江淮汽车在河南区域市场已实
现销售 22081 台，同比增长
11.9%。在一年两次的大河车
展上，江淮汽车屡屡摘得自主
品牌的销量冠军，足见江淮汽
车在河南消费者心中的地位。
江淮汽车在河南区域市场取得
的业绩，要得益于其旗下SUV

产品的不断热销，“双子星”瑞
风S2、瑞风S3凭借着出色的外
观、可靠的品质、丰富的配置、
高性价比优势，在SUV细分领
域不断创下佳绩。而凭借着全
新商务MPV瑞风M4的出色表
现，江淮汽车在MPV市场的增
幅同样喜人。江淮在保持自身
SUV、MPV产品优势的同时，

也不忘在传统轿车领域进行新
的产品投放。全新旗舰轿车瑞
风A60在11月18日正式上市，
实现了对小型、紧凑型产品阵
容进行覆盖后，将向定位更高
端的领域拓展。2016年对于江
淮汽车而言，不仅收获了出色
的销售业绩，更实现了品牌的
继续向上。

今年车市，有一个自主品牌
车企的表现可谓“势不可挡”，那
就是广汽传祺——其每月度销量
发布的时候，人们就不由得惊叹：
又创新高！截至11月30日，广
汽传祺在河南销售27618台，同
比增长240%，预计全年超过3万
台。能取得如此出色的业绩，得
益于广汽传祺旗下的明星车型
GS4。这款拥有品牌、产品、使用
成本与性价比等“四位一体”价值
优势的SUV，从上市伊始就获得

消费者的认同，销量节节攀升。
除了高颜值、领先同级的空间和
动力性能外，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广汽传祺自2011年首款产品问
世，就坚持走高品质路线，在国内
主机厂中率先践行供给侧改革，
以广汽生产方式、广汽营销方式、
全球研发网和全球供应链为基
石，形成高效、优质的核心竞争力
体系，打造五星安全家族。因此，
可以说广汽传祺的持续热销，正
是口碑效应的体现。

2016年对于北汽绅宝来说，
是一个产品大年，三款主力产品
陆续上市，助力其销量大幅提
升。在今年前11个月，河南区域
的销量同比实现了46.7%的增
幅。尤其是自11月份以来，北汽
绅宝河南多家经销商提货“告
急”，各款热销车型也相继“一车
难求”。旗下的明星车型绅宝
X25和X35有着很强的市场竞争

力，绅宝X25持续占据竞品组第
1名，绅宝X35销量连续拉升，进
入竞品组前三。北汽绅宝为了方
便更多河南消费者，实现更深入
的网络覆盖，今年又在全省范围
新增加了10家渠道经销商。产
品力的增强、销量的提升、网络的
健全等，这些都令北汽绅宝的品
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其在河南区
域市场的占有率也在稳步增长。

（上接AⅡ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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