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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庭延

近年来，受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增速放缓等因素
影响，在MPV、SUV车型销量高歌猛进的同时，轿
车市场却陷入低迷期。然而，今年上半年，随着车企
产品布局调整、新品投放提速以及价格战的全面打
响，轿车市场出现回暖，并开始逐步收复被SUV车
型抢占的市场份额。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车企在紧
凑型和中大车型两端持续发力，今年下半年将有更
多轿车新品陆续上市，车市竞争将更加激烈。

根据全国乘联会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狭义乘
用车销量为170.3万辆，同比增长14.5%，环比增长
4%，实现历年最好的环比增幅。其中，今年5月，轿
车市场销量为92.4万辆，同比增长2.9%，止跌回稳。
而在轿车销量增长的同时，SUV市场却结束了去年
超过50%以上的快速增长，增幅继续下滑至37.3%。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今年上半年车企在紧凑级
和中大车型上的持续发力，成为推动轿车市场销量上
扬的重要引擎之一。据了解，作为轿车市场上的销售
主力，车企越来越注重布局紧凑级车型，加快新品投
放的步伐。以往唱“配角”的两厢车型，在今年上半年

也竞相推出新品。其中，与高尔夫同平台的一汽-大
众高尔夫嘉旅，借助高尔夫车型在紧凑级两厢车市场
中的良好口碑，主攻紧凑级家用两厢车细分市场。

同时，豪华品牌也借助紧凑级两厢车市场下探
价格，挤占普通品牌的市场份额。奔驰A级、宝马1
系、一汽-大众奥迪A3部分车型的终端售价跌破20
万元，已接近一汽-大众高尔夫高配车型售价。除
这三款车型外，奔驰、宝马更是进一步在该市场推出
新品，在奔驰B级占领豪华紧凑级家用车型市场后，

宝马也在该细分市场上推出2系旅行车，主力销售
车型价格也被拉低至20万元区间。

业内人士表示，国内紧凑级两厢车型的消费关
注度正在逐步提升。今年北京车展期间，紧凑级两
厢车的关注度更是达到近五年的最高值。同时，偏
爱两厢车的消费者又以年轻人居多，车企加码该车
型市场正好能够迎合该消费群体的偏好。

值得关注的是，在售价10万-20万元之间的紧
凑级车型新品拉动车市销量的同时，以往被德系三
强奔驰、宝马、奥迪占据的中大车型，也成为今年上
半年车企纷纷涉足的新领域。其中，作为二线豪华
品牌的凯迪拉克，在中大车型上布局XTS车型后，
近期又推出CT6车型，以超过5米的车型尺寸，以及
众多高科技配置，在上攻奔驰S级、奥迪A8L等大型
车市场的同时，凭借 40多万元的起售价，与一汽-
大众奥迪A6L、华晨宝马5系Li等车型抢夺中大车
型市场份额。

推出中大车型提升品牌形象，已成为众多车企
提升整体销量的手段之一。品牌形象的提升，在加
强车型溢价能力的同时，也能促进低价车型的销量，
并且在车市竞争中占得先机。

2016上半年，轿车市场那些事儿

6月16日，“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车”上汽
荣威RX5正式启动预售。其中，荣威RX5 2.0T
两驱互联网智享版预售价不高于 17万元，荣威
RX5 2.0T四驱互联网智尊版预售价不高于19万
元。除2.0T的世界级“蓝芯”动力之外，新车还搭
载10.4英寸全高清电容触控屏、超大全景天窗、智
能电动尾门等越级配置，打造全方位越级品质，是
15万元到19万元价格区间里最好的SUV。

内饰设计方面，荣威 RX5 仍然以“律动设
计”为主题，领先同价位产品2代的 10.4英寸全
高清电容触控屏成为内部空间设计的视觉核心，
再加上同级最大内饰“软包”面积和超大全景天
窗，营造出强烈的豪华汽车影院“即视感”，完美
融合科技与品质。从动力性能来看，2.0T发动机
最大功率220马力，峰值扭矩350牛·米，主要动
力性能超越主流合资品牌产品，甚至超越了行业
主流 3.0L发动机。荣威RX5还以严苛的标准、
精湛的制造工艺，打造越级的舒适驾乘享受。

凭借世界级汽车设计、世界级动力技术和世

界级互联网应用等全方位越级高品质，荣威RX5
做到了“同价位品质最优，同品质价格最低”，树
立了中国品牌SUV的“品价比标杆”。随着预售
的正式启动，荣威RX5将推动上汽“品质战略”
进一步深化，开启“品价比”理性消费时代，让消
费者以最优的价格提前享受未来科技。

（朱庭延）

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车 荣威RX5启动预售

7月2日，备受瞩目的“颠覆创新，
驱动未来——汉能移动能源战略成果
暨全太阳能动力汽车发布会”在汉能
控股集团总部举行。汉能正式发布
Solar（太阳光）系列全太阳能动力汽
车。

发布会上，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
主席李河君亲自驾驶汉能全太阳能动
力汽车Solar R跑车在聚光灯下绕场
一周，精彩亮相。在发言中，李河君介
绍，薄膜电池像纸一样轻薄、柔软，可
集成在汽车、无人机、手机、背包、服装
等载体上，今天推出的汉能 Solar 系
列全太阳能动力汽车，是汉能移动能
源战略的最新成果。

全太阳能动力汽车以柔性高效的

薄膜太阳能电池芯片技术及组件为基
础，在一定的光照条件下，通过光电转
化和储能系统、智能控制系统等精确
控制管理系统，将太阳能作为驱动汽
车行驶的主驱动动力源的零污染车
辆。

汉能全太阳能动力汽车直接利用
太阳能发电，颠覆了传统电动汽车“续
航里程”的概念，摆脱了传统电动汽车
对充电桩的依赖，使汽车中短途“不插
电无限行驶”成为可能。这就突破了
以往太阳能汽车无法实用化的瓶颈，
成为全球第一台可商业化的薄膜发电
全太阳能动力汽车。这是对新能源汽
车的一次重新定义。

（汇志）

汉能控股

发布全太阳能动力汽车

6月 25日上午，江淮第二代瑞风
M5全行业推介新车上市发布会在河
南永瑞江淮 4S 店展厅内隆重举行！
定位于“1个空间、7重舒适”的二代瑞
风 M5顺应时代趋势进行了 30多项
升级，优秀的产品优势展现了江淮在
MPV领域至臻至强的实力！

作为切准新经济脉搏的高端
MPV新秀，第二代瑞风M5可谓是站
在江淮瑞风MPV 14年的制造经验、
超 65万用户口碑的“巨人肩膀”上。
其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优秀制造基因，
更做出20项品质升级和10项配置升
级，以“7重舒适空间”的核心价值通
过新经济对高端商务MPV的考验。

第二代瑞风M5车内空气质量进
一步提升，全面去除车内异味，为商务
精英带来更清新舒适的“头等舱VIP”
体验。在智能方面，第二代瑞风 M5
搭载8寸彩色电容屏，集成MP5影音
娱乐系统、智能语音系统等配置，让用
户的驾驶过程不再枯燥。

第二代瑞风 M5基于江淮 MPV
的技术内核、并结合了市场反馈及高
端MPV消费者新需求打造。它聚焦
高端商务人士，“7重舒适空间”实力
升级也蕴含“MPV制造专家”的丰富
底蕴。相信在第二代瑞风M5会给奋
斗在深圳经济大潮下的商务人士带来
更多惊喜。 （赵薇）

二代瑞风M5

全行业推介新车上市发布会圆满落幕

6月 25日，集多种新潮创意于一体的全景式试
驾体验party海马S5 360°潮驾玩趴，在海马汽车
的大本营郑州圆满落幕。

海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部长浩潇潇表示，
近年来，海马汽车坚持走年轻化路线，不断创新营销模
式，此次通过海马S5 360°潮驾玩趴这样的新潮派
对形式，为年轻人举办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场景体验
式试驾活动，旨在凝聚青春活力消费人群，与年轻人建
立更紧密的情感联系，传递青春敢闯精神，进一步彰显

“活力海马”的品牌魅力。
本次活动的主角“新智驱 SUV”海马 S5，在外

观、内饰、动力、操控、智能、安全、定价等方面均表
现优异，是紧凑级SUV中国品牌阵营中的标杆产品
之 一 ：应 用 90 后 专 属 青 春 设 计 语 言 ，“Tiger
Shark”虎鲨式造型设计处处彰显个性时尚与高品
质；全系涵盖 1.6L+5MT、1.5T+6MT、1.5T+CVT
三种动力组合共13款车型，充分满足年轻消费者不
同层次的动力需求；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四轮
独立悬架系统，搭配大尺寸横向稳定杆，具有极强
的稳定性；360°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同级罕见，可以
实时监测车辆四周的情况，及时观察掌握车辆周边
视线盲区的状况，自在行车、游刃有余，让你秒变

“老司机”。
凭借出色的产品力和富有活力的创意营销，海

马S5自上市以来不断实现市场突破，单月销量突破
1.5万台，成功晋升紧凑级SUV市场主流，实现了从
产品力到营销上的双重成功。

未来，海马汽车将紧跟时代潮流，持续创新营销，
为年轻目标消费人群提供集娱乐、生活、趣味竞技与购
车体验于一体，更具创新价值的品牌体验活动。（李晨）

6月20日，凯翼在北京宣布旗下首款智能互
联SUV凯翼X3全国上市；7月3日，备受年轻人
期待的凯翼X3在郑州举办了区域上市发布。新
车搭载凯翼专门研发的 icar1.0智能互联系统，
配备1.6L DVVT发动机，搭配5MT、CVT两款
变速箱共计9款车型，另外提供8种车身颜色。

作为国内首家提出打造年轻人喜爱的智能
互联汽车品牌企业的首款产品，凯翼X3更肩负
着树立品牌DNA的重任。该车搭载 icar1.0智

能互联系统，实现了诸如智能语音、手机远程控
制、车况自检等智能化功能，在外观设计上，也极
大地贴合了当前年轻人的审美。

凯翼X3主打年轻的SUV市场，整车尺寸为
4335mm/1796mm/1665mm（长/宽/高），同时
2530mm的轴距创造了充裕的驾乘伸展空间。内
饰方面，整体采用了环抱式设计，设计简洁，圆形
出风口设计精致，中控台采用了一块由苹果供应
商富士康提供的10.1寸电容触摸屏，极大提升了
内部的科技感。动力配备上，凯翼X3搭载AC-
TECO系列1.6L DVVT发动机，与之相配5MT
和 CVT 两款变速箱可供选择，最大功率 93/
6150kW/rpm，最大扭矩 160/3900N·m/rpm，
最高车速分别为175km/h和165km/h。

凯翼X3作为凯翼首款践行智能互联汽车愿
景的SUV车型，无疑拉开了凯翼汽车互联网造
车的大幕。它的上市对凯翼品牌来说具有里程
碑式的意义，它承载着凯翼汽车破局国内传统
SUV市场的重要使命，追求以“智能互联”和过
硬品质给中国的年轻一代带来全新的汽车消费
体验。 （赵薇）

会聊天的智能互联SUV 凯翼X3正式上市！

近日，斯柯达品牌日活动在青岛
举行，活动集中展示了斯柯达全系六
款魅力车型，分享了品牌跨世纪的历
史传承。嘉宾在风景宜人的青岛海滨
试驾斯柯达各个车型、尝试斯柯达定
制自行车的骑行，充分体验斯柯达品
牌所倡导的“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

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四家汽
车生产商之一，斯柯达已经拥有 120
年的传奇与辉煌，斯柯达中国总裁韩
麦安先生表示：斯柯达将进一步加强
在中国这个重要市场的业务。2016
年 3月底，在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
克期间，大众汽车集团、上汽集团和斯
柯达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未来 5
年，合资企业上汽大众计划投资约
150亿元人民币，重点发展新能源及

车联网业务。
同时随着斯柯达 VisionS 概念

车的发布也标志着斯柯达在中国开
启了 SUV 车型攻势，基于 VisionS
研发的全新大型SUV斯柯达KODI-
AQ将于2017年上半年在中国上市，
另一款SUV衍生车型也在研发之中，
此外还计划在中国市场推出一款跨界
旅行车（CUV）。 （李涛）

斯柯达

在中国开启SUV车型攻势

6月25日，S弯城市挑战赛郑州站
在郑州福蒙特国际家居广场拉开战幕，
作为每年互动性最强的别克试乘试驾活
动，今年的城市挑战赛在传统绕桩项目
的基础上，增设了VR体验的环节。

别克S弯挑战赛自2009年开赛至
今已举办6届，累计参与人数近5万人，
活动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本次
别克S弯赛道与往届传统赛道相比，一
改以往的固定赛道模式，选手可自主制
定线路完成比赛。赛道分别由1~9号9
个桩筒组成，每位选手需要通过“9选5”
的方式进行绕桩。在场地正中间的1

号桩筒为第一个必须经过的桩筒外，选
手需再自行选择4个不同桩筒进行绕
桩。9个桩位、1+4封闭式绕桩、绕桩角
度、转弯半径又不同,最终产生1680种
不同的赛道组合。这除了考验驾驶者
精湛的驾车技艺、精准操控的同时，也
在考验着每位选手对赛道路线规划的
能力，可谓乐趣无穷。

本次活动的优胜选手将会参加别
克S弯道城市挑战赛的总决赛，与全
国各地的高手一决高下，最终获胜者
将可以获得别克英朗GS车型一年的
使用权。 （王冬艳）

2016别克

S弯挑战赛既“烧胎”又“烧脑”！

海马S5 360°
潮驾玩趴郑州“激擎”收官

试乘试驾试乘试驾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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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福彩之声
2016 年 6月 28 日 14 时，“嵩

县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专

场拍卖会”在嵩县体育场篮球馆举

行，最终128辆公务用车以总金额

268.2万元成交，比总起拍价49.27

万元高出了 218.93 万元，单场溢

价率竟然高达 444.3%！因此，在

省内拍卖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据悉，当天的拍卖会由河南德

惠拍卖有限公司承办，拍卖的标的

车辆有尼桑、别克、雪佛兰、北京现

代等 128辆公务用车。拍卖开始

后，现场座无虚席，到场的竞买人

多达千人，竞买过程异常激烈。成

交价最高的是1号标的，一辆丰田

牌轿车，起拍价为5700元，最终成

交价为 5.6万元。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近期天气炎热，加之现场竞买

人较多，河南德惠拍卖有限公司在

现场设置了多台饮水机，并为竞买

人分发了饮用水，同时他们还在现

场安排了医护人员，以应对突发事

件，体现了企业服务社会、服务民

众的公众责任心。

此外，这场拍卖会得到了洛阳

市工商局专业分局和嵩县人民政

府、县财政局、县商务局的认可，标

志着嵩县公车改革拍卖会取得了

圆满成功。

（聂礼成）

第 2016074 期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劲爆开奖，开出红球06、10、11、
12、20、25，蓝球 12。当期全国共开
出一等奖62注，其中北京30注，广西
20注，其余大奖分落河南、辽宁、江苏
等地，伴随今年一期两个亿元大奖诞
生 的 同 时 ，河 南 濮 阳 一 彩 民 在
41090152 投注站斩获一等奖一注，
中得520万元大奖。

在兑奖室里，我见到了“全副武
装”的王先生和他的家人，只见两人
各戴一顶帽子、一副墨镜、一个口罩，

在办理兑奖手续时，还不时地拉低帽
檐，说起话时，也是神色匆匆，通过财
务人员交付手续时的介绍，王先生才
放松下略显紧绷的神经，当问及中奖
的经历，王先生终于打开话匣，“我是
一位老彩民，双色球电脑票一发行，
我就开始买了，一晃就十多年，以前
大奖没中过，小奖倒是接二连三，每
期二三十元的投注，中不中无所谓，
不中就当做善事了。这注号码我守
了一年半了，这次花了14元钱，买了
个小复式，就是‘7+1’，我买双色球都

习惯了，买过以后，往抽屉里一放，过
了好几天，我孩子说附近的一家投注
站中了个一等奖，挂了个大条幅在那
边庆贺呢，我这才想起来我买的那注
彩票，当核对过彩票，全家都有些不
敢相信，直到刚才支票转账，心里这
块石头才落了地。”

问及中奖以后有没有做善事的打
算，王先生很直白地说：“国家给我那
么大的回报，我想中奖后，一定要多资
助几个贫困学生，以前家里也不太宽
裕，现在有钱了，能多帮助帮助身边的
人，平时我就这样，小区家属院的老人
孩子哪家有些困难，我都伸把手，现在
我还在资助一名读小学的学生……”

爱是人类最质朴的语言，中国福
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
的发行宗旨，以具有“彩票航母”之美
称的双色球为主要载体，凝聚爱心，
成就未来，聚善成河，诠释人间真
情！放飞梦想，一路同行，中国福利
彩票期待你的加入！ （夏新）

7月 3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
戏进行第2016076期开奖。当期开出的
红球为 07、08、13、22、30、32，蓝球为
01。全国开出头奖 6 注，单注奖金为
847万多元，这 6注一等奖分落 5地，其
中河南省彩民有幸中得一注。当期，二
等奖开出 112注，单注金额 23万多元。
江苏、浙江彩民各揽17注，排名第一；末
等奖开出637万多注。

第2016076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3∶3，
三区比为2∶2∶2，奇偶比为2∶4。其中，红球
30遗漏25期后现身，红球还开出一枚重复
号32，一组二连号07、08，一组偶连号30、
32，一组同尾号22、32，无隔码开出。蓝球
则开出仅遗漏4期的01。

在全国3.3亿多元销量的依托下，当
期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9.17亿多
元，也就是说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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