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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开始呈现爆发式

增长的中国 SUV 市场，在 2013年

销量几近 300 万辆后，依然保持

着“高烧不退”的发展态势。

中汽协公布的数据显示，4

月轿车共售出 103.13 万辆，同比

增长了 5.56%，环比下降了 5.25%。

SUV 车型在 4 月共售出 31.08 万

辆，同比增长 36.35%，环比增幅为

0.69%，也是各款车型中唯一同比

环比均有提升的种类。排名前五

的车型哈弗 H6、大众途观、本田

CR-V、现代 ix35、福特翼虎月销

量均突破万辆大观。

SUV 市场的火爆主要得益

于中国消费者购车需求的转变。

中国消费者的用车由最初的代步

工具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开惯

了轿车的都市人，如今已经远远

不能满足于轿车带给人们的舒适

和文静。SUV 的个性与实用并
存成为一种生活标识，再加上日
趋合理的售价，因此造就了现今
国内 SUV市场的繁荣。

中信证券分析师许英博认
为，过去 5 年，SUV 占乘用车比重
已 由 6.4％ 快 速 提 升 至 16.7％ 。
考 虑 到 低 端 SUV 占 比 仍 仅 有
10％左右，未来 3~5 年，SUV 市场
仍将处于较快增长阶段，预计未
来 SUV 占乘用车比重有望提升
至 25％左右。

新生代SUV黑马频现

SUV 市场一向是哈弗 H6、
大 众 途 观 、本 田 CR-V 一 路 领
跑，对于这些销量王牌，已经无需
赘言，反倒是几名生力军值得关
注。CX-5 注定是马自达在中国

的逆转之作，“魂动”设计脱颖而
出，定价也低于同级竞争对手。
日产推出奇骏是为了抗衡紧凑级
SUV中大红大紫的丰田 RAV4以
及本田 CR-V，但无奈市场表现
却始终不温不火，全新奇骏在变
型及变速箱方面都有了很大变
化 。 JEEP 自 由 光 在 传 承 家 族
DNA 的前提下，进行最大限度的
创新，而 MultiAir 发动机与 9AT
变速箱将为自由光在油耗表现上
做出一番改变。自主品牌阵营
中，长安 CS75 表现抢眼，它的外
形内饰相当给力，甚至有人称它
为“十万以内最漂亮自主车”，配
置也很到位。

合资品牌集体进军小型SUV

本来，合资品牌在 SUV 市场
就不弱，但在 SUV 市场持续火爆

的情况下，也终于按捺不住，开始

集体进军价格较低、一直以来是

自主品牌天下的小型 SUV 细分

市场。2013 年别克昂科拉、福特

翼博反响不俗，连 JEEP 这种传统

美式 SUV 鼻祖都推出了全新的

小型 SUV 自由侠，一经推出便引

来全球消费者的关注。

今年起合资品牌已经呈现出

在小型 SUV 方面集体发力的态

势。雪佛兰 SUV 创酷上市仅 33

天 的 时 间 ，销 量 便 突 破 了 5000

辆。差不多同期上市的东风标致

2008，更是把价格向下突破了 10

万元的大关。接下来 JEEP 自由

侠、现代 ix25、缤智等众多合资品

牌小型 SUV 都将陆续上市，而且

其售价预计也会与目前自主品牌

的主要售价区间相重叠。

自主品牌SUV高端化遇阻

现在SUV车型对于自主品牌
来说有多重要？2014年 1-4月乘
用车品牌销量前十位排名中，轿
车细分市场方面，没有一款是自
主品牌车型。在 SUV 方面，哈弗
品牌雄踞第一，奇瑞瑞虎、比亚迪
S6、吉利 GX7、传祺 GS5、瑞风 S5
等车型也表现十分抢眼。“现在有
一半以上的顾客，都是来看 SUV
的。”某自主品牌的一位销售顾问
这样告诉记者。然而在SUV车型
上目前能够向20万元这个门槛突
破的自主品牌几乎没有。

目前自主品牌依然暂时难以
拿出有足够实力的车型挑战更高
端的细分市场，同时合资品牌又
大 举 进 攻 小 SUV 市 场 ，腹 背 受
敌，自主品牌在 SUV 方面能保持
原有的优势吗？

本报记者 李涛

6 月 6 日，以“动力更+劲，空间
更+自由”为主题的 2014款比亚迪 S6
品鉴发布会在重庆举行。来自全国
各地的媒体通过静态品鉴、NVH 性
能 评 测、试 乘 试 驾 等 环 节 ，体 验 了
2014 款 S6 在动力、空间、安全、静音
等方面带来的全新升级。

自 2011年 5月上市以来，S6市场
表现优异，半年后即进入月销万辆俱

乐部，更蝉联自主 SUV 单车
销量冠军。随后，中国汽车
总 评 榜“ 年 度 最 佳 SUV”、

“年度最畅销 SUV”等大奖
纷至沓来。目前，S6 已累计
销售超过 25 万辆，既叫好又
叫座。

2014 款 S6 拥有一颗强
大的心，那就是比亚迪自主
研发、曾荣获“中国心”年度
十佳发动机大奖的 1.5TI 发

动机。全铝合金的发动机机体、缸内
直喷、涡轮增压、可变气门正时，四大
技术的完美结合，使得这台 1.5TI 发
动机在实际驾驶中能够发挥出大排
量的强劲动力，并兼具质量轻、低油
耗、环保等优点。最大输出功率达到
113kW，峰值扭矩 240N·m，动力不
仅媲美传统的 2.4L自然吸气发动机，
在同级别车型里，也是表现最优秀。

而且，区别于只有涡轮增压技术的同
类车型，S6 的 1.5TI 动力还有缸内直
喷技术，优点是升功率大、燃烧效率
高，带来充沛动力的同时也更省油。

2014 款 S6 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不仅仅在于推出了 1.5TI 车型，原有
的 2.4L 动力车型，同样进行了升级。
比亚迪自主研发的 BYD488QA 发动
机+6 速手自一体动力总成，代替了
原来的三菱 4G69 发动机+4 速自动
挡动力总成，带来更强劲、平顺动力
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燃油经济
性，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8.8L。

比亚迪通过不断的进步与创新
让 S6 保持充沛的市场活力。主张

“越劲·越自由”的 2014 款 S6 拓界新
生，以更强劲的动力、更安全的防护、
更自由的空间……带来更多欢乐更
多惊喜。

（朱庭延）

5月 26日至 6月 6日，梅赛德斯-
奔驰联合北京地区 14 家授权经销商
开展了大型深度试驾活动——定义

“领袖”风范·全新 S 级轿车尊享体验
活动，每天现场都吸引了近百名奔驰
车主和驾驶爱好者到店体验。体验
者在为期一天的体验活动通过展厅
尊享品鉴、道路试驾以及 S 级尊享之
夜等环节，从静态品鉴到动态试驾，
全面领略了全新 S 级轿车作为技术
先驱和豪华领袖的品质。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销售与市场执行副总裁段
建军表示：“整个汽车行业中，你无法
再找到另外一辆汽车，如同 S 级一
样，见证了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时代

“领袖”们的成就，陪伴着他们引领变
革，谱写华章。

为了使参与者对 S 级车的丰富

技术亮点进行全面体验，本次深度试
驾活动安排了专业试驾工程师和梅
赛德斯-奔驰销售顾问全程陪同，设
置了多元的路况驾控体验，包含城市
和乡间的公路、隧道及高速公路等。
在不同的路况试驾中，驾乘者们在专
业教练的引导下，实践了路遇紧急路
况时正确的处理方法和基
于 S 级轿车的系统辅助措
施，让客户通过实际体验，
实际并深入地了解奔驰先
进的安全保护系统。

历经百年时光，十代
传承，全新奔驰 S 级轿车正
以其雄厚的领军实力，展现
了无可匹敌的王者风采。
超凡的驾乘享受，超出想象
的前瞻科技以及对美学艺
术的非凡领悟，突破了到场

嘉宾对传统豪华座驾的认知。随后，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S级轿车尊享体
验活动还将在唐山、大连、太原、郑
州、青岛等重点城市陆续展开，届时
将会吸引更多社会“领袖”阶层人士
在尊崇礼遇中领略到全新 S 级轿车
的“领袖”气度与卓越品质。（朱庭延）

比亚迪 2014款 S6全新上市

全新奔驰 S级轿车尊享体验北京站落幕
对于“得 A 级车市场

者得天下”的中国汽车市
场而言，众多热门车型中，
谁才是真正的“大而全”？

东风标致 301 作为一
款拥有“全球品质”、“致雅
设计”、“先锋配置”的“新
生代品质先锋中级车”，称
得上是“集万千宠爱于一
身”。定位于“新生代”人
群，301把“潜质”发掘到最
大，拥有 2652mm 的超长
轴距已属同级车型中少
有，同时还提供了更有“肚
量”的 485L 超大后备厢，
可放倒的后排座椅更是为
运送超长物品提供了便
利 ，真 正 意 义 上 诠 释 了

“大”。301 还是同级车中
配备最齐全的车型。诸如
倒车雷达、蓝牙电话、多功

能中央显示屏、4轮盘刹+
四安全气囊、带 PM2.5 过
滤器的电子控制空调、带
多功能操控杆的真皮方向
盘等配置都出现在了 301
豪华版上，高端大气上档
次的越级配置在同级竞品
中实属罕见，不仅提升了
车辆高性价比优势，更提
升了整车档次，给消费者
带来新的选择。301 尊贵
版，更有免钥匙进入、一键
启动系统、定速巡航+超速
控制器与真皮舒适座椅等
高科技配置。由此可以看
出，东风标致 301不仅品质
外貌样样俱“全”，个头配
置更一样不少，真真是一
名年轻有为、英俊潇洒的

“大”将军。
（商辰）

“80、90后” 的年轻一代
需要一台什么车？既不能平
庸如路人甲，又不能华而不
实。今天我们不妨聚焦一款
新生代冠军座驾去寻找答
案，它就是——海马M3。

在保证前排驾乘者
足够空间的前提下，海马
M3 后 排 空 间 达 到 了
901mm，这 一 数 据 ，不 仅
让它成为了同级别车型中
的后排空间冠军，甚至超
越了部分 B 级车。把车开
到郊外，将海马 M3 的后
排座椅 4/6 比例放倒，躺
在车内，一辆亲近自然的

“小房车”立时出现。同级
别中领先的 450L 超大后
备厢再多梦想都装得下。

在本年度首批五星安
全测试中，海马 M3 获得

了自主车型的最高分，成
为自主品牌安全冠军。在
车身结构设计方面，海马
M3 通过巧妙的传力路径
设计、精细结构设计等方
法，实现了笼式座舱设计，
在发生高强度冲击后，座
舱可以最大程度保持完
整，实现对驾乘人员的有
效保护。

海马 M3搭配了全球
顶尖的博世第九代 ESP，
这在 6 万元价位的车型中
并不多见。这项配置可以
避免车辆转向过度或不足
引发侧翻、侧滑等现象的
发生。另外，海马 M3 的
主动安全，还包括了 ABS
防抱死、HBA 刹车辅助系
统、EBD 制动力分配系统
等安全配置。 （张磊）

业界动态 新车速递

试乘试驾

海马M3：为年轻人“私人定制”

入门中级车谁是真正的“大而全”？

经典品质五菱之光加长版全新上市

5 月 26 日，被《福布斯》杂志誉
为“地球上最重要的一款车”的五菱
之光再次发力，推出全新之光加长版
车型，此次推出的车型——实用型，
市场指导价 3.58 万元起。全新五菱
之光加长版车型除了传承五菱之光
的经典品质外，充分考虑到用户使用
的便利性和经济性，在空间、动力及
车身结构上均做了较大优化。

五 菱 之 光 加 长 版 车 身 长 达
4100mm，在现款五菱之光基础上增
加了 303mm，配合 2750mm 的超长轴
距，五菱之光加长版最大有效承载空
间约为 4100 升，比五菱之光的空间

容积大了 20%。此外，五菱之光加长
版的车架进行了 11 处的优化，整车
刚度提升了近 5%，强度进一步加大，
重载能力更强。五菱之光加长版匹
配 1.2L 通用新一代大功率小排量发
动机，额定功率 61.5kW，最大扭矩达
到 116N·m。该发动机运用了 VVT
可变气门正时、ETC 电子节气门等
行业领先技术，其性能、品质远超越
其他同类型微车发动机。五菱之光
加长版整车动力提升的同时，优化了
传动速比，降低了发动机运行转速，
使百公里整车综合油耗低至 6.5L,大
大降低了用户的用车成本。（李涛）

东风悦达起亚 5月热销 5.2万

近日，东风悦达起亚公布了其最
新的销量数据：2014年 5月，东风悦达
起亚旗下产品全线热销，以 10%的同
比增幅，达成 52096台的销售成绩，在
国内汽车市场继续保持领先地位。

其中，东风悦达起亚 K 系家族再
一次用销量证明了自己的市场号召
力 ：精 悍 干 练 的 K3 与 优 雅 灵 动 的
K3S 携手出击市场，共同达成 1.5 万
台的销量成绩；K2 销售 12687 台，充
分证明其“都市悦行派”的理念在年
轻群体中具有较强号召力；旗舰车款

K5 继 续 保 持 稳 定 销 售 势 头 ，凭 借
4475 台的销量在中高级车市中占据
一席之地；SUV 兄弟智跑、狮跑携手
达成 11652 台的销量，超额完成预定
目标；此外，福瑞迪、秀尔、赛拉图、锐
欧等车型也都各自取得了优异表现。

6 月已至，随着世界杯之战的打
响，东风悦达起亚史上最全信贷政策
带来全新惊喜，消费者通过企业合作
银行或合作金融公司，购买 K系列及
智跑、狮跑、新福瑞迪车型，都可以享
受到优惠贷款政策。 （刘丹）

启腾M70“非常 72小时品鉴行动”启动

定位“德系品质大微客”的启腾
M70 从产品开发设计之初就将安全
放在了首位，独创的 FQTS 高强度安
全车身是最大亮点之一，精密扎实的
底盘结构、高刚性的车身骨架、加强
性防撞钢梁设计，大幅度提高了车身
的抗弯、抗扭强度和整车的抗撞性。
启腾 M70 采用了高亮、高穿透性前
大灯、前雾灯系统，头灯支持高度 5
挡自动调节，照明亮度、范围、距离均
超越普通微车，雾灯亮度高、穿透性
极强，两者的有效结合使夜间及复杂
天气情况下行车更加安全。更重要

的一点，启腾 M70 配备了只有轿车
才会配备的 EPS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该系统能够为车辆提供转向助力，使
驾驶员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
轻易的闪避。

据了解，目前福汽启腾正在全
国 6个城市同步举行“非常 72小时品
鉴行动——启腾 M70 免费开回家”
深度体验试驾活动，参与活动的消费
者可以免费将启腾 M70 开回家体验
三天，亲身体验它出色的安全防护表
现和“德系品质”魅力。

（小潘）

吉利新海景：打造父亲节购车首选

父亲节即将到来之际，如何选
择一款车作为父亲节的礼物也是子
女们最关心的事，吉利新海景凭借着
高品质、高性能、高安全成为不错的
选择。

有人说：“父爱如茶，如不用心
去品则不知其味。”就像吉利新海景
的内饰一般，虽然看上去大线条，不
过每一个细节处都透露着不一样的
精致感。全新设计的中控台造型，在
经典的设计中又透露出简洁的气质，
无论是按钮的大小还是整体布局都
符合人体工程学，操控更为便捷。大

量银色镀铬饰条的装饰为吉利新海
景的内饰带来更大的视觉冲击力，现
代感十足。

有人说：“父爱如海，虽不及母
爱来的猛烈，但循序渐进的情感更让
我们体会到父爱的深远，而吉利新海
景渐强的动力性让我们感受到如父
爱般温柔而澎湃的感觉。”吉利新海
景搭载的是由吉利汽车自主研发的
JL-4G15N 发动机，1.5L 发动机所带
来的最大功率为 80 千瓦、最大扭矩
为 140 牛米，超强的实用性更为它占
据了不小的市场保有量。 （孙乐）

华泰抒写中国车企“海外梦”

5 月 28 日，位于天津市滨海新
区的华泰汽车一期工厂宣布正式启
动。而就在一个多月内，华泰汽车接
连在亚信峰会、南南合作论坛等国际
会议上与俄罗斯等欧洲、中亚、非洲
多国签署合作项目，并在江阴市投资
建造 AT 自动变速器生产基地。据
统计，今年主流车企制定的目标总和
已经超过了 60 万辆，目前中国车企
在海外大部分是以出口或 CKD 组装
的形式进行发展，而进入 2014 年以
来，包括吉利、华泰、奇瑞等多家中国
整车企业已经开始推动海外的本土
化战略，而且投入力度较大。

“汽车企业在海外发展应当考虑
战略目标和发展策略。中国汽车产
业国际化是完成汽车产业机制的国
际化，包括研发、制造、管理、销售、品
牌、售后服务等环节，不是简单的产品
销售，”招商证券首席汽车分析师汪刘
胜分析称。华泰汽车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华泰汽车的目标是实现零部
件产品技术和整车双重出口。利用
国内为依托进行研发，向国外输出，而
刚刚开工的天津工厂则是未来输出
的重要基地，这也是华泰完成海外战
略布局的关键一步。”

（刘雪莹）

SUV“ 高 烧高 烧 ”持 续

【活动目的】

“发现好驾校 推荐好驾校 学车知道好驾校”

【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媒体支持：河南日报、大河报、河南商报、大河网、河南

手机报

【活动时间】

2014年 6月—2014年 8月

【参评对象】

获得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核发的《经营许可证》的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推选办法】

本次评选采取公众网络投票、驾校自荐和专家审核相
结合的办法进行，其中公众投票占 40%，驾校自荐占 10%，
专家审核占 20%，媒体占 30%，按四项得分排名，经评审委
员会和省道路运输管理局终审，最终评出行业及社会认可
的“2014河南驾驶员最信赖的明星驾校”。

具体分以下四个步骤进行：
第一阶段（6月 6日—6月 30日）报送材料
各驾校自行报送材料。以邮件方式发送，邮箱：hnrb⁃

mxjx@sina.com 申报材料内容包括驾校介绍、图片、咨询电
话、地址。

第二阶段（7 月 1 日—7 月 31 日）公示参评驾校，同时

启动投票。
7月 1日起，河南日报、大河网、活动专属微博公示各

参评候选驾校，进行驾校形象展示，在此期间对所有申报
参评的驾校材料进行审核，同时启动网络投票、邮寄投票。

网络投票网址：（http://mxjx.hnrb.cc），为您信赖的驾校
投票。

邮寄投票地址：沿虚线将报纸选票剪下，在您信赖的
驾校序号处打√，选票复印有效，邮寄至：郑州市农业路东
28号河南日报报业大厦 2212室，邮编：450008。每位读者
限填一张选票，多填无效。邮寄截至日期为 2014年 7月 31
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河南日报集团所属各系列媒体进行新闻宣传跟进，经
过网上选票评选结合驾校质量信誉考核体系排序，评出入
围驾校。

第三阶段（8 月 1 日—8 月 10 日）产生“2014 河南驾驶
员最信赖的明星驾校”

根据投票排名，结合公众投票及专家推荐，最终审定
出“2014河南驾驶员最信赖的明星驾校”。组委会将对各
入选驾校写出简短评语，向全社会进行公示。

第四阶段（8月中旬）举行颁奖

【宣传推介】

《河南日报》将推出“2014河南驾驶员最信赖的明星驾
校”专刊，对每所入选驾校进行详细的图文（含报名电话、
地址）报道，并提供驾校网站链接。同时，对“学员最信赖
的驾校”还设立校长专访、教练员形象展示等。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所属媒体均会对活动结果进行公示。

咨询电话：0371-65796193 65734266

近年来，随着家用轿车大面积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会开车已经成为人们最热门的必备技能之

一。驾驶技术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关系家庭幸福安康，也关系到社会和谐安定。

随着驾驶技术需求市场的急剧膨胀，我省驾校数量也在迅猛增长，不免有一些鱼目混杂现象，黑

驾校、黑陪练搅乱了驾校市场，不仅损害了学员的切身利益，更对道路交通安全带来很大隐患。

对自己负责、为他人着想、为社会担责，驾驶员考核标准在不断地更新提升，也对驾校的教

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学员驾驶技术理论实践的质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哪家驾校让

百姓报名放心，学着安心，让人信赖？本报特别策划并启动“2014 河南驾驶员最信赖的明星驾

校”公众推选活动——“让百姓知道好驾校，为好驾校树立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