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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车讯

清明踏青

自主 SUV 吹响“集结号”

业内人士分析，近年

来，消费者购车不再局限于

代步，而是在兼顾实用性和
经济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优

异的驾驭感和操控性乃至

驾乘的舒适性。于是，针对

中低端市场开发的经济型

城市 SUV 以优于轿车的卓

越产品性能、优于中高端

SUV 的高性价比异军突

起、发展迅猛。相关数据表
明，发达国家较成熟的汽车
市场上，SUV 车型能占到
车市整体份额的 20% ～

3 0 % ，而眼下我国仅为
9 . 6%，有望成为该细分市

场 主 力 的 经 济 型 城 市
SUV，正迎来发展的大好
契机。

2011 年自主品牌已全

力展开“上攻”之势，一些自

主品牌车企在竞争中选择

以定位更高的 SUV 产品为

突破口。据了解，除已推出
的奇瑞威麟 X5、海马骑士、

华泰圣达菲 C9 、陆风 X8

等 SUV 之外，2011 年很可

能成为自主品牌 SUV 的反

攻年，多款自主品牌 SUV

将激情登场。帝豪 EX7 作

为吉利进军 SUV 市场的首

款产品，值得等待；长城哈

弗 H6 将会搭载全新的柴
油发动机，让人侧目；比亚

迪 S6 搭载了汽油、双模动

力系统，意图在新能源市场
有所斩获；荣威 W5 G32D

发动机源自韩国双龙，越野

风格一览无余。

长城哈弗 H6

预计售价：13-15 万元

H6 属 B 级车型平台，

新车的大幅镀铬装饰的水

箱格栅配合圆润富有张力

的外形，视觉效果更为大

气。前保险杠的银色护板和
雾灯边框融合了时下 SUV

的各种时尚元素，给人以充
满力量的感觉。流线型前大

灯造型颇为时尚，配合圆

润、流畅的车身线条，使这

款新车少了几分 SUV 的野

性，却多了一些轿车般的精

致感。

在动力方面，哈弗 H6

将搭载 1 . 5T 汽油发动机

和 2 . 0L 排量 GW4D20 涡

轮增压柴油机，配合 6 速手

动/自动变速器。该车采用

前麦弗逊后双横臂式的独

立悬挂也说明了哈弗 H6

更城市化的定位，驾乘也更
为舒适。同时，哈弗 H6 在

安全性方面也表现非常出
色，配备了撞击自损缓冲
区、收缩型转向管柱、前排

安全气囊侧气囊及前后一

体式侧安全气帘，ESP 车
身稳定控制系统等全方位

的安全配置。

力帆 SUV

预计售价：7-10 万元

力帆 SUV 采用了全新

大嘴造型，粗壮的镀铬中网

配合大尺寸的保险杠护板，

使车身显得更加大气，略向
上扬起的大灯设计为前脸

带来几分霸气。

据了解，力帆 SUV 搭

载力帆自主研发的 1 . 8L

VVT 发动机，其最大功率

可达 100kw，最大扭矩为
171Nm，匹配 5 挡手动变
速器。从此前曝光的消息来

看，力帆 SUV 还有 1 . 6L

版本，是力帆 520 以及 620

车型上使用的那款铸铁发

动机，最大功率达到 78kw，

峰值扭矩扭矩为 137Nm。

在悬挂方面，前悬采用麦弗
逊式独立悬架，后悬采用拖

曳臂式非独立悬架。

（下转 B05 版）

又到清明时节，人们对 SUV 车型的期盼也是与日俱增，年前和年初的国内 SUV 市场让人刮目相看，132 . 6 万辆的

销量和 101 . 27% 的增长率异军突起，显示出这一细分市场的地位和潜力。2011 年，众多国内车企发力 SUV 市场，自主品
牌跃跃欲试，十数款 SUV 集中登场，向由洋品牌长期把持的 SUV 市场发起“总攻”。记者最近从临沂各大汽车经销商处

了解到，这几款自主 SUV 将会是人们选择自驾出行最好的 SUV 车型。

2011 款飞度轿车

骏业特约店升级上市

本报讯 在临沂车市，

长安轿车保有量以惊人的速

度递增，说明长安轿车越来

越受消费者喜爱。3 月 2 0

日，长安轿车临沂通华 4S 店

举行跨界车长安 CX20 临沂

上市发布会。

据悉，此次上市的 CX20

为 1 . 3L MT 和 AT，长安汽

车后续还将推出搭载 STT

系统的 CX20 车型，以及 3G

版 CX20，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CX20 产品谱系。

据了解，作为长安汽车

历经数载、整合全球资源打

造的一款经典车型，这一款

集休闲、旅游、购物、代步、家
用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的精品

两厢车，有望引领两厢车新

潮流。(专刊记者 邵明习)

颠覆传统

长安 CX20 跨界上市

本报讯 3 月 20 日，

2011 款飞度骏业特约店上

市赏车会隆重举行，同时，

2011 款飞度(FIT)轿车将继
续享受“整车三年或十万公

里”保修政策，这是国产高
端两厢车市场上领先的整

车保修政策。

此次全新升级上市的
2011 款飞度(FIT)轿车定位

为“优质·精致的优品两厢
车”，延续了新一代飞度
(FIT)轿车时尚、先进、实用

的良好口碑，进一步强化了

飞度品牌经济型高端两厢
车的定位，同时将再次确立

飞度(FIT)在细分市场的领

先优势。

可以说，2011 款飞度
(FIT)轿车已经向崇尚优

质、精致生活的都市白领与

时尚家庭发出了新一轮邀

请。 (专刊记者 邵明习)

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