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推荐

本周三， 江淮汽车全新换代SU V车

型瑞风S5在北京宣布全国上市。明日，瑞

风S5将在成都保利198公园举办盛大成

都上市会。 拥有着意大利设计师打造的

外形、英国莲花技术调校的底盘、2.0T动

力汽油发动机……其亮相伊始， 就让不

少人惊叹不已： 这样一款浑身上下无一

不“系出名门”的车型，竟然装配在了一

个自主品牌自主研发的SU V上。

近年来， 随着自主品牌纷纷抢滩

SU V市场并收获颇丰， 各大自主品牌厂

商就加大了对SU V的研发投入。 就在合

资品牌还在为抢占上量的轿车车型争得

你死我活之时， 自主品牌在SU V领域已

经悄悄地接近甚至某些方面超过了合资

品牌。 特别是在以前合资品牌中如大众

途观、 福特翼虎独占鳌头的汽油版涡轮

增压车型领域， 自主品牌已经先后推出

定位更精确、外形更出众、配置更高的涡

轮增压SU V新车， 对合资品牌形成了强

有力的“围攻”之势。或许，SU V的“自主

T动力”已经来临！

销量说话 自主SUV逆势而上

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销量

数据显示，2012年SU V市场保持着强劲

的增长势头：全年产销约200万辆，其中，

自主SU V售出85.59万辆， 销量同比增长

40.2% ，市场份额也达到了43.1% 。在去年

整体车市微增长的态势下， 自主SU V却

逆势而上，让人刮目相看。

如果说去年的统计数据并不能说明

现状，那么再看看今年1月的数字：据有

关数据显示， 自主品牌SU V销量同比猛

增123.8% ，月销量竟然超过10万辆，销量

占自主品牌总销量的比重由去年1月的

15.5%升到今年1月的20.3% 。 按此趋势，

随着自主SU V大力介入更具动力优势的

汽油版涡轮增压市场， 自主SU V在今年

将会再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自主SUV很懂国人心

自主品牌SU V众多车型，但无论从

早先上市的奇瑞瑞虎、海马骑士、比亚

迪S6、长城哈弗H 6，还是江淮瑞风S5、

全球鹰G X 7、中华V 5等众多品牌都不难

看出：自主SU V 往往刚柔并济，集SU V

的通过性、 轿车的舒适性、M PV的多变

空间于一体，不仅具备乘坐舒适，操控

稳定等多项优势， 外形往往更加大气，

宜商宜家。随着越来越多自主品牌开始

涉足汽油版涡轮增压车型，相当具有竞

争力。

以新近上市的江淮汽车新一代瑞风

S5为例，在去年广州车展期间，一经亮相

就因外形酷似现代ix35而获得了众多关

注。 而江淮汽车则通过全新世界级工厂

的建立， 宣布这款车从一开始就被定义

为一款中高端智能跨界城市SU V ， 完全

按照欧洲的制造标准来打造， 并且严格

遵循欧洲五星安全标准设计， 加上英国

莲花调校的五星底盘， 可以达到一流

SU V的标准。诸如ESC 车身稳定、H BA紧

急制动辅助、T C S牵引力控制、A S坡起辅

助系统、T PM S胎压监测系统、EPB电子

驻车系统等， 国内消费者最钟爱的豪华

智能配置都将在瑞风S5上出现。 再加上

其2.0T 、1.5T 、1.8汽油版涡轮增压车型的

强势动力组合和丰富科技配置， 无一不

正中国内消费者下怀———这下，“面

子”、“里子”都有了。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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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 到后子门逛车展正合适

商报后子门春季车展今起连展三天，多款新车多重优惠等你来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聪

在本次后子门车展上，你不仅可以亲自体

验全新SR X 的超豪华配置，还可以仅首付20万

元就将全新SR X 轻松开回家。其中，选择1年期

等额本息贷款的购车用户更可享受零利率金

融优惠方案。 即日起至3月底， 凯迪拉克全新

SR X 针对全系车型推出“低首付，零利率”金

融专案。以全新SR X �3.6L旗舰型为例，在原车

价62.8万元的基础上， 首付20万元， 贷款金额

42.8万元。若选择1年期零利率金融方案，月供

为35667元。按现有银行利率计算，比正常月供

低了2061元，相当于1年为车主节省了近25000

元的利息支出。

（严旭）

多款新车型亮相

今日起， 商报后子门春季车展大幕

拉开。 近5000平方米展位几乎被经销商一抢而

空，上海大众、雪佛兰、一汽丰田、日产、东风雪

铁龙、M G 、荣威、奇瑞、东风标致等品牌的主流

车型都将悉数亮相。不仅如此，众多备受关注和

期待的新款车型也将现场揭开神秘面纱， 与你

来一场零距离的春天约会。

科鲁兹2013款春天版自上市起就被时尚爱

家誉为“潮车之王”，其时尚霸气的外观、潮流

化的内饰及赛车般优越品质的澎湃动力， 相信

爱车的你，也早已经成为它的俘虏。车展现场，

该款科鲁兹巨惠20000元，更可享年轻人购车季

送交强险，礼包总价值4万元。其中，科鲁兹春天

版1.6L自动挡车型优惠后价格低至11.79万元，

1.8L自动挡12.69万元的心动价更极具诱惑力。

同时，2013款传祺G A 51.8T已登陆新元素店，车

展现场接受预订；全新桑塔纳现车火热销售，如

果它是你的“菜”，那么预订从速了！奇瑞汽车

本年度重点打造的新款风云2前不久刚刚上市，

此次车展上最高优惠可达4000元，风云2两厢锐

意版市场价为57800元， 现在最低售价可达

53800元。 帝豪2013款EC 7/EC 7- R V现车优惠

3000元惠民补贴+ 3000元装饰大礼……阳春三

月，这是你不容错过的车界盛宴。

你看得到的便宜

“二月是春节，各家经销商的销售可能都很

糟糕，但这种季节性变化可以理解。对于三月底

的车展，各参展经销商想真正完成一些交易，汽

车行业抓住一季度非常关键。” 这就是经销商

的心声， 而转化到消费者面前的就是实实在在

的购车优惠。

本次车展上，巨惠数万元的车型比比皆是。

荣威750享8折优惠，优惠高达38000元，荣威550

最高优惠现金24000元；东风日产天籁纪念版优

惠25000元，旧车原价置换，再送3G 云服务和延

保；雪佛兰全系车型重装亮相，购单车优惠最高

达30000元；买全新帕萨特，享按揭2年0利率、赠

iPhone�5或5万公里保养礼包（三选一），非按

揭客户置换全新帕萨特再享每辆车8000元优

惠；西物帝豪抢购价最高优惠16000元，全车配

送车身膜、 护板等原厂装饰礼包……现场巨惠

车型太多，必有一款适合你。除此之外，零首付

免担保、全额购置税补贴、网销特权车专享价、

车险全额补贴、一元换购千元大礼等，这些五花

八门的优惠政策实实在在地摆放在你面前，你

才是选择畅享的唯一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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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子门）

作为本月在后子门的唯一一场大型车展，今日，后子门春季车展盛大

启幕。三月的阳光无比温暖，你邀约家人朋友一起逛逛车展，绝对是周末假

期的最佳之旅。在这里，号称“潮车之王”的科鲁兹2013款春天版携众多

新款车型炫目亮相，其实，三月不一定非得赏花；在这里，“购车便宜”你看

得见，钜惠数万元的车型比比皆是，在第一季度末的车展，你绝对能体验到

经销商们的巨大“诚意”。有一个好天气就应该出行，有一场购车便宜就一

定要占！后子门车展，等你来逛！

广汇申蓉汽车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已于3月

18日启动，在本次后子门车展上，广汇申蓉旗下

数十款品牌集中亮相， 并将二手车置换节也搬

到了现场。 消费者不仅可以到后子门车展上来

选购新车，还可以进行旧车置换，以旧换新一步

到位。 为了让消费者打消置换二手车的各种顾

虑，广汇申蓉为此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目的就是给消费者一个最放心的二手车服务平

台。 除了在成都的各个4S店以及申蓉时代汽车

服务连锁可以参加此次活动之外，在攀枝花、宜

宾、达州、乐山、绵阳和资阳的广汇申蓉汽车园

区及4S店同样可以参加此次活动， 最大程度方

便了全川的消费者。 为了让消费者置换到自己

中意的车型， 广汇申蓉汽车旗下热门品牌针对

置换的客户， 专门制定了额外优惠的车型和政

策，最高优惠5万再加上多款热门车型，欢迎广

大准车主到车展现场选购。

（严旭）

凯迪拉克全新SRX推出“低首付零利率”

最高优惠5万 更享原价置换

广汇申蓉二手车置换节启动

自主SUV“强攻”

合资品牌“T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