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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衍：

比亚迪F3、2010年2

月、5万公里。

用车感受： 操控性不是很

好，但是比较省油，性价比相对

比较高。

钟兵 ：

奇瑞A1、2010年4

月、6.7万公里。

用车感受： 空间啊， 车架

啊，内饰啊这些都不行，但是这

车子排量小，省油嘛，自己用也

就足够了。

杨军：

奇瑞瑞虎、2010年5

月、7.1万公里。

用车感受： 瑞虎开出去耍

还是多好的， 空间够， 和其他

SUV比较起来还是便宜， 就是

油耗有点高。

陈天秀：

长安奔奔、2011年

8月、4.7万公里。

用车感受：虽然车不好，但

起码有车了。

刘成龙：

长安铃木、2011年

8月、5.3万公里。

用车感受：虽然动力不足，

但是感觉就是有车比没车好。

杨杰：

长城H5、2011年11

月、2.4万公里。

用车感受：一般嘛，有车子

了嘛，还是有面子些，毕竟H5

这个车子也不是很差。

郑泉 ：

长城H6、2012年2

月、2.1万公里。

用车感受：空间大，自驾游

这些车子还是够用， 就是感觉

底盘不是那么如意。

胡先生：

比亚迪F3、2007年

11月、12万公里。

用车感受：代步用嘛，虽然

整体啊、内饰啊比较粗糙，但还

是将就了。

钟 磊 ：

上汽名爵MG6、

2010年10月、4.3万公里。

用车感受： 除了有点高耗

油外，其他方面都还比较满意。

韩先生 ：

奇瑞QQ、2007

年、7万公里。

用车感受：没有难为情，也

没有自豪，只能买得起这些车，

代步用还将就。

华后明：

奇瑞QQ、2005年

7月、30万公里。

用车感受： 当时还多满意

的，也比较开心，第一辆车嘛，

但是现在小毛病多， 车子安全

性也不是很好。

王倩：

一汽奔腾、2008年4

月、5万公里。

用车感受：价格合理，刹车

性能好，外观也还将就，虽然提

速慢，整个车的配置有点粗糙，

但是适合自己开， 个人用还是

能达到需要的。

曾江：

上汽荣威750、2008

年、7万公里。

用车感受：价格比同等配置

的汽车价格便宜些，但是就是感

觉没有合资车那么上档次。

赵锐：

昌河铃木北斗星、

2003年、9万公里。

用车感受： 两厢车， 方便

停，不占地方，就是车身外观给

别人的感觉有点小气。

陈女士：

比亚迪F3、2012年

8月、3万公里。

用车感受：开起来还可以，

百公里用六升油， 但是车架不

行，铁皮太薄了！

文先生：

海马海福星、2011

年1月、7万公里。

用车感受： 外观看起来还

可以，但是开起来一般，不好不

坏，代步用嘛。

王先生：

吉利全球鹰、2012

年5月、1.9万公里。

用车感受： 整车开了几年

下来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但

是总是有点小问题， 像车窗总

是压不起这些。

胥小姐：

上汽名爵MG3、

2010年6月、2万公里。

用车感受：便宜嘛，车子也

比较小巧，坐椅还是比较舒适，

停车也方便， 就是觉得有点不

够档次。 不过还是觉得稍微有

点小自豪，毕竟自己有车了嘛。

吴小姐 ：

上汽荣威350、

2011年9月、2.6万公里。

用车感受：外观比较大气，

配置也还可以， 但是内饰太差

了哦。

龙先生：

天津一汽威志、

2003年、10万公里。

用车感受：感觉还行，经济

实用不耗油，但是跟进口车比

还是差些。

谢女士：

长安奔奔、2010

年、8.5万公里。

用车感受：其他的都还可

以，就是车身短，看起来不大

气，没档次。

杨先生：

华晨中华骏捷、

2009年2月、8万公里。

用车感受：作为日常代步车

就可以，出去见客户就差了些。

刘刚：

比亚迪F3、2010年、

5.2万公里。

用车感受：这车子当时买

的价格比较便宜，后期维修成

本也低，但是动力不咋样，还是

不推荐别人买。

刘华勇：

吉利金刚、2008年

9月、7.5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子看起来宽

大，经济实惠，适合家用，但是

内饰做工粗糙，毛病多，维修成

本高。

秦秀英：

上汽名爵MG3、

2012年10月、1.2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看起来漂亮，

适合女性开，但就是油耗偏高，

后备箱空间小。

曾伟 ：

奇瑞A3、2011年9

月、4.6万公里。

用车感受： 外观时尚，大

气， 性价比高， 车整体线条流

畅，看起来时尚有现代感，但是

油耗高！

周海英 ：

上汽荣威350、

2012年、2.8万公里。

用车感受：在高速上加不

起速度，其他还好。

杨坤：

一汽奔腾B70、2007

年2月、4.5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子看起来还是

很时尚大气的，但是比较耗油。

谢建军：

长城C30、2012年

10月、1.8万公里。

用车感受：以后想买合资

品牌，自主品牌贬值快！

石祖莲：

长城H3、2013年2

月、0.89万公里。

用车感受： 通过比较烂的

路它比较强，但是起步提速慢。

唐女士 ：

比亚迪F0、2011

年、3.1万公里。

用车感受：无所谓，能代步

就可以。

郑旭：

比亚迪F0、2009年、4

万公里。

用车感受：说不清楚，没啥

子， 只是代步， 没有特别的感

受。

彭先生：

东风风神、2013

年、0.5万公里。

用车感受：无所谓，车子主

要用来代步，省油就好。

陈先生：

哈飞路宝、2009

年、4.2万公里。

用车感受：没有啥子，就是

平时自己用， 不存在自豪或难

为情这些。

彭 先 生 ：

奇瑞QQ308、

2009年、12万公里。

用车感受： 买国产车没有

啥子不好意思的， 或者难为情

的，只要能使用。

毛先生 ：

上汽荣威350、

2012年、1.2万公里。

用车感受：只要是可以代步

的工具就行，我不在乎其他的。

唐奇：

上汽荣威350、2012

年、2.3万公里。

用车感受：国产的质量确实

有点不好，小毛病多，像灯这些。

张女士：

上汽名爵MG3、

2012年、0.8万公里。

用车感受： 我感觉这个车

子更适合女性开， 不过动力不

是很强，在市内开还行。

陈秀兰：

长安奔奔MIMI、

2011年、1.8万公里。

用车感受： 以后国产品牌

汽车会越做越好的， 还是可以

选择继续买的。

徐先生：

长安悦翔、2012

年、1.8万公里。

用车感受： 现在开起来还

好， 但是多年后怎么样就不好

说了。

曾先生：

长安奔奔、2013

年、3千公里。

用车感受： 代步买来尝试

一下驾车感受，刚拿到驾照嘛。

汪霁：

华晨中华骏捷、2011

年5月、2万公里。

用车感受： 感觉还是多有

面子的，适合家庭用，不过保养

费有点高。

有一个朋友说， 没想

到他的车开起来比自己想

象中好， 虽然这个品牌有

“修车排队 ”的名声 ，但是

他使用该车已经两年 ，一

个故障都没有遇到过。

现在中国车市， 已经

过了 “是车都好卖” 的时

候。大约十多年前，曾经有

刚入行的青涩车企对造车

这个事情不以为然， 认为

这事情很简单， 买一条生

产线，找一帮工人，汽车不

就造出来了， 然后就是等

着赚钱了。 现在没有企业

会这样想了。与之相反，也

曾经有车企妄自菲薄 ，说

自己不能与国外车企较

劲，产量不到多少，不能谈

自主，说研发。

面临合资 车 企 的 下

压，处于市场占比下滑的低

谷的华系车企，如今头脑已

经清醒了不少，不管是被迫

还是自愿，从“低质低价”向

“高品质 高技术”的转型在

所难免。长期处于金字塔底

部的华系车，如今已经有了

诸多明显改变：无论是从产

品技术品质、品牌包装还是

发展思路，都已经开始有了

飞跃。 虽然有转型的阵痛，

但是之后诞生的可能是华

系车更美好的前景。

当日内瓦车展上 ，观

致在众多国际媒体关注下

闪耀登场之时， 当吉利沃

尔沃成都工厂启动之时 ，

当红旗

H7

、奔腾

X80

、长安

致尚 、奇瑞

E3

、纳智捷

5

等

全新一代华系车产品推出

之时， 我们越来越清晰地

感觉到华系车企的努力 。

如果我们再以老眼光看华

系车，那就是我们落伍了。

假以时日， 华系车终

将自成一派， 并屹立于世

界汽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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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整体不错 但有些小毛病

陈先生：

比亚迪F3、2007

年6月、8万公里。

用车感受： 国产车嘛，穷

人才买，价格低当初才买的。

钟华：

力帆520、2007年1

月、12万公里。

用车感受：这个品牌质量

不太好，生锈太快了，整车质

量较差，有点恼火。

李女士：

上海华普海域、

2009年、5万公里。

用车感受：自主品牌的汽

车安全系数就是差些。

张小姐：

上汽名爵MG3、

2013年2月、5千公里。

用车感受：太耗油了哦。

冒萍 ：

长安奔奔MIMI、

2012年9月、3万公里。

用车感受：太差了！操作

性能不好，提速不满意。

商建国：

比亚迪F3、2011

年7月、3.8万公里。

用车感受：国产车开起来

速度快了飘的， 安全性不高，

内饰里有异味。

郑茂：

哈飞路宝、2009年4

月、7.9万公里。

用车感受：车子本身钢板

质量差，操控性差，发动机爱

熄火，便宜的东西，没好货！

胡龙荣：

力帆520、2012年

10月、1.6万公里。

用车感受： 发动机噪音

大，内饰做工粗糙，车子质量

不好。

陈有梅：

奇瑞风云、2001

年10月、16.8万公里。

用车感受： 质量不好，油

耗高，发动机爱出毛病，一年

的时间就出毛病，这车子名气

又不大。

田浩 ：

上汽名爵MG7、

2008年、10.6万公里。

用车感受：国产品牌稳定

性差， 使用过程易出毛病，导

航这些容易坏。

胡刚 ：

上海华普海域、

2009年3月、4.2万公里。

用车感受：以后还是想买

合资车， 质量更有保障一点，

制造工艺这些都比国产车好。

林国帆：

上海华普海域、

2007年3月、4.8万公里。

用车感受：安全性能太差了。

吕女士：

吉利金刚、2009

年、7万公里。

用车感受：这车子小毛病

多，按键那些容易坏，维修费

用又高。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操控性不太好

安全系数要差些

先说产品 再谈品牌

■

王飞

华系车车主调查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