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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陈宇：

一汽奔腾B70、2012

年3月、1.8万公里。

用车感受： 感觉B70性价

比较高，经济实惠，高端大气上

档次。

李宇：

上汽荣威350、2011

年3月、3.6万公里。

用车感受： 我看外观还可

以，听朋友说还可以，比较省油

才买的。

张文：

上汽荣威350、2011

年7月、2.8万公里。

用车感受：还行吧，比较舒

服，自己开还是多有面子。

袁先生：

吉利自由舰、2009

年12月、11万公里。

用车感受：支持国产，国产

汽车各方面还可以。

乔万军：

华晨中华骏捷、

2010年、4万公里。

用车感受： 中华这个品

牌，质量和品牌都好，价格适

中，性价比，经济实用，我们要

支持国产。

王义晨 ：

奇瑞QQ、2007

年、10万公里。

用车感受： 觉得比较适合

女士开，价格便宜，外形小巧。

牟穆林：

奇瑞旗云2、2010

年3月、6万公里。

用车感受：做生意需要，价

格也还合适，耗油量低，比较结

实。

郭春：

上汽荣威350、2011

年8月、1.26万公里。

用车感受： 感觉自驾的时

候还是多巴适的，经济实用，我

们要支持国产嘛。

王波：

上汽荣威350、2011

年2月、6万公里。

用车感受：支持国产车，售

后服务好，技术也比较成熟。

李 玲 ：

上汽名爵MG3、

2011年、1.2万公里。

用车感受： 我一直都喜欢

这款车，价格上比较合理，外观

比较大气。

文先生 ：

上汽名爵M6、

2012年7月、1万公里。

用车感受： 买了车心里还

是多高兴的， 毕竟车子还是可

以。

钟先生 ：

长安悦翔V3、

2013年3月、0.9万公里。

用车感受：价格便宜，外观

大气，整个车看起来还有档次。

黄先生：

长城腾翼、2012年

5月、3万公里。

用车感受： 感觉这个车子

还可以，适合我，开出去后自信

心倍增。

满女士：

长城M1、2011年6

月、6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子还是可以，

自驾什么的都还比较满意。

宋海荣：

吉利自由舰、2012

年、1.4万公里。

用车感受：外观霸气，颜色

搭配挺喜欢的，提速也快，我一

直多喜欢这款车的。

韦朗：

长安嘉年华、2007年

3月、10万公里。

用车感受：这车外观还可

以，比较上档次。

付刚：

上汽荣威350、2011

年、3万公里。

用车感受：开起来舒适，在

自主品牌中，上汽荣威多大气

的。

刘勇：

长安悦翔、2010年、5

万公里。

用车感受：我朋友介绍买

的，觉得外观时尚好看，就是觉

得自己是个时尚的人。

胡先生：

比亚迪F3、2012

年、4.23万公里。

用车感受：我拿来自用，比

亚迪显得大气。

耿女士 ：

一汽奔腾B50、

2011年5月、3万公里。

用车感受： 一汽品牌知名

度高，性能都可以，操控也还可

以。

王小姐 ：

一汽奔腾B70、

2007年2月、10.5万公里。

用车感受： 因为它是一汽

品牌啊，大品牌嘛，可信度比较

高，质量应该更有保障，车身比

较大气。

卢先生：

吉利自由舰、2010

年3月、12万公里。

用车感受： 车子买了感觉

不后悔，各方面都还比较好，没

什么大问题。

李小姐：

上汽名爵MG3、

2013年1月、8千公里。

用车感受：支持国产嘛，而

且这个车子外观也好看， 样子

时尚， 内饰什么的配置也还可

以，代步还是可以的。

曾先生：

奇瑞旗云2、2013

年6月、1.6万公里。

用车感受： 自主品牌物美

价廉，性能好。

李远忠：

奇瑞旗云3、2011

年11月17日、5.4万公里。

用车感受： 车子内部空间

大气，维修也方便，支持国产。

杨忠旗：

奇瑞旗云、2010

年、8万公里。

用车感受： 行驶各方面都

还可以，它的维修率比较低，我

买了3年了没有怎么修过。

林先生：

长安奔奔、2013年

3月、1.7万公里。

用车感受：因为省油，百公

里六升油，牌子还可以，都喜欢

长安品牌。

杨平：

长城C30、2013年1

月、1.5万公里。

用车感受： 长城肯定还会

改进，更进一层，以后要换车的

话，还是会考虑长城的车子。

张小姐：

长城C50、2013年

1月、0.7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子大气！开起

来也舒服，安逸。

李婷婷 ：

上汽荣威350、

2012年6月、1.8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比较大气，适

合中层家庭用，比较实惠，车型

也还可以。

张翠先 ：

上汽荣威350、

2012年1月、2.8万公里。

用车感受：外观车型漂亮，

空间大

吴鹏达：

昌河铃木北斗星、

2010年5月、6.5万公里。

用车感受：感觉还是不错，

差不多，7万公里还没出现大的

毛病。

宁女士：

吉利远景、2010年

8月、3.8万公里。

用车感受： 现在用起来感

觉还不错，国产车路面上越来

越多，发展得越来越好。

李 芳 ：

上汽名爵MG3、

2013年1月、0.8万公里。

用车感受：支持国产，价格

方面实惠就买了。

张军：

长安悦翔、2011年9

月、3.5万公里。

用车感受：支持国产，支持

本土品牌！

杨永辉 ：

长城腾翼C30、

2012年10月、1.8万公里。

用车感受：外观时尚，年轻

化。

罗先生：

吉利远景、2012

年、3万公里。

用车感受：有点自豪嘛，毕

竟这个价位买到满意的车还是

将就了。

张女士 ：

奇瑞QQ、2005

年、18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况好，没啥子

毛病，比较省油，开起来比较方

便。

邓丽华 ：

上汽荣威550、

2011年、1.8万公里。

用车感受： 外观洋气，时

尚，我朋友有几个都开这个车。

谭先生：

上海华普海域、

2005年、15万公里。

用车感受： 车子买了这么

久了，也没有什么大问题，能代

步就行。

夏女士：

天津一汽夏利、

2005年、13万公里。

用车感受： 开了这么多年

了，用着还是很顺手。

钟飞：

长安奥拓、2008年、5

万公里。

用车感受： 中国人为国产

作贡献嘛。

李先生 ：

长城哈弗H6、

2011年、3万公里。

用车感受： 我还比较喜欢

长城的越野车，价格也便宜，底

盘高，通过性好！

杨先生：

长城M2、2010年、

4万公里。

用车感受：买了两年，到

目前为止没有出过问题，小

毛病也没有， 支持国产品

牌， 国产车会越来越让人放

心。

徐军：

长城H5、2012年、3.2

万公里。

用车感受： 我就想选个国

产品牌。

代小姐：

名爵MG6、2013

年4月、0.6万公里。

用车感受： 觉得比较满意

嘛， 这个价位的车这款还不错

嘛。

石太之 ：

上汽荣威350、

2012年3月、2.7万公里。

用车感受： 荣威车标识比

较好看，外形看起来也还可以，

高速上也跑得快， 还是比较喜

欢。

本次调查采用街头采访和电话访问的形式

进行，调查对象均是成都市的华系车车主，共收

集了102个有效样本，重点调查了奇瑞、吉利、比

亚迪、长城、长安、名爵、荣威、奔腾等品牌。

调查发现：

1、6成车主未来还可能考虑选择华系车，

近6成车主愿意推荐自己的车给亲友。

2、华系车车主购车主要考虑实用性，价格非

主因。

3、绝大多数车主觉得买华系车不丢份。

4、华系车主对油耗敏感，抱怨较多的是“小

毛病多”、“动力不足”、“内饰不好”等方面。

大多数车主认可华系车，他们认为———

经济实用 外观大气上档次

上周，我们访问了102名华系车车主，让他们讲一讲自己的用车感受，今天我

们对他们的话进行原声回放，听听他们对自己爱车的评价，有图有真相。我们也赶

下时髦，用好评、差评和中评来对他们的评价进行了归类整理，方便各位阅读。

华系车车主调查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