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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商务车细分市场的实力新

秀———长安欧诺上市以来备受消费者

青睐，销量一路飙红。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获悉，动力更强劲、技术更先进的欧

诺1.5L已经到店展开销售。

1.5L欧诺采用三菱4G 15V 发动

机， 属于三菱4G 1系列机型中搭载

V V T的机型， 可以达到提高燃烧效

率、增大功率和节省油耗的效果。采用

轻量化机身设计，结构、工艺、性能等

方面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具有重量

轻、功率大、油耗低、噪声小、低排放、

结构紧凑等特点， 尤其在低转速下能

发挥出强大扭矩， 获得最佳的动力输

出。 额定功率为74kW ， 最大扭矩

136N·m ，百公里工况油耗6.9L。除此

之外，1.5L车型新增低温氮气双安全

气囊， 配置A BS+ EBD 高效制动系统，

制动效能与稳定性出色， 刹车踏板感

觉非常舒适。

（周燃）

全新朗逸采用了大众最新的设计语言，并

融入体现中国美学的设计精髓，以精准简约的

线条勾勒出一款造型硬朗、 大气的中级车。仪

表盘、内饰面板采用横向构思，全新中央通道

与中控台连为一体， 进一步优化了储物空间。

最为核心动力总成有多种组合，满足不同的需

求。 全新朗逸采用了两款发动机1.4T SI和1.6L

发动机， 与之配合的D SG 双离合七速变速箱、

T iptronic�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5速手动变速箱

精准地配合了发动机的运转。全新朗逸搭载了

领先同级的实用配置，如独特的H H C坡道起步

辅助系统，定速巡航系统，前雾灯处集成了弯

道辅助照明功能等，极大地提高了舒适性和操

控安全性。

全新朗逸配置了大量前瞻性科技配置，营

造的惬意舒适享受堪与B级车媲美。 智能化的

K ESSY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功能， 让原本只

出现在高级车中的配置不再遥远。新车配备了

自动防眩目后视镜、而多功能外后视镜、前风

挡的雨量感应静音无骨雨刮，星空白背光多功

能组合仪表，四车窗智能一键升降功能。

上海大众认为，随着中级轿车消费结构升

级，高端中级轿车凭借可比中高级轿车的消费

体验、贴近中级轿车的价格，成功开辟了专属

增长空间。上海上汽大众销售公司总经理贾鸣

镝称， 全新朗逸的目标是超越老朗逸的成绩。

成都商报记者 张国鸿

上月，上海大众斯柯达正式推出了

优化升级的明锐2013款， 共推出四种

配置12款车型， 价格区间为12.2万元

至18.2万元。

明锐2013款的最大亮点在于优化

升级了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侧面

双安全气囊、加大外后视镜、弯道辅助

照明功能以及全新16寸铝合金轮毂等

五项安全配置， 带来安全性能的全面

提升。全系标配弯道辅助照明功能，时

速低于40公里转弯时， 转向内侧的雾

灯会自动点亮， 防止因视野太暗引起

刮擦事故， 进一步确保夜间行驶的安

全。 值得一提的是， 明锐2013款的

1.4T SI和1.8T SI的逸俊版均标配最新

的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这一系统

能及时判断车辆是否出现转向不足或

转向过度， 通过制动车轮改善车辆行

驶轨迹， 有效避免驾驶失误带来的安

全隐患，主动安全保障进一步提升。目

前，新车已在成都正式销售，1.4T车型

可享受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

（周燃）

8

月

19

日，全新朗逸上市当天下午，上海大

众销售与市场执行经理、上汽大众销售公司总

经理贾鸣镝在青岛接受了媒体专访。 据他介

绍， 老朗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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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着热销的态势， 上市第二年就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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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因为产能调整，要为

全新朗逸做准备， 所以老朗逸的产能一直不

足。尽管如此，老朗逸还是取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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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的优异成绩。老朗逸是第一款中德

合作，以中方为主导、上海大众自主开发的产

品，因此公司对其后继车型寄予厚望，并且朗

逸品牌也将在上海大众继续延续下去。

新老朗逸并存销售

贾鸣镝表示，新朗逸的上市与其它品牌的

车型不同，并非垂直切换，而是新老朗逸并存

销售。 新朗逸上市后， 两个朗逸会做区别定

位———老朗逸无论从造型风格还是目标消费

群，跟全新朗逸都有所差别。全新朗逸是最新

一代大众设计理念，定位较高，将覆盖B- A +的

市场，而且绝对不止是A级车的配置。

老朗逸将维持目前的A级主流的目标客

户， 因为还是有部分客户对老朗逸情有独钟，

比如特种车市场（

驾校、租赁公司等

）以及对

性价比比较在意的客户，他们还是会对老朗逸

比较感兴趣， 所以两款车会并存销售一段时

间，目前计划至少在一年之内。

全新朗逸欲再次超越

朗逸在A级车市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量

神话。贾鸣镝称，在产能充足的情况下，老朗逸

在2010年最高月销量是11月2.8万辆，12月3.1万

辆，有些低的月份也维持在2.5万辆左右，而全新

朗逸的目标是超越老朗逸的目标销量。 对于新

车的市场预期，贾鸣镝坦言，上海大众越来越自

信了，“我认为竞争的结果主要是客户越来越成

熟，汽车消费的理性部分越来越多，大家都懂车

了。”在贾鸣镝眼里，与销量相比，更看中的是

朗逸这个品牌。德国大众没有朗逸这款车，只有

这样一种造型语言， 上海大众基于大众汽车集

团的造型语言， 坚持品质的同时考虑中国消费

者需求，在造型、车身尺寸、舒适性、配置方面进

行了创新。他说，全新朗逸将不单单是一款车，

作为合资公司开发的自主产品， 这个品牌将延

续。事实上，全新朗逸的配置非常高，比如全新

帕萨特配备的雨量传感器、 无钥匙启动等都配

备了，这都是B级车的配置。另外，朗逸品牌的

生产线相对较长，它可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要。

接下来，会考虑投放全新朗逸的变形车，俗称尾

部溜背的车型，所以朗逸品牌将会涵盖A级主

流市场几乎方方面面的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张国鸿

新车

上市

A uto

全新朗逸登场 配置向B级车靠近

奥运冠军助

阵、 明星互动。8月

19日， 上海大众冠

军车型全新朗逸的

上市现场被打造成

巨大的演播大厅。

在 1300多名嘉宾

的狂欢声中， 全新

朗逸在青岛国信体

育馆宣布上市，新

车 提 供 1.6L 与

1.4TSI发动机，全

系共计10款车型上

市， 售价 11.29万

-16.69万元。经销

商称， 该价格略低

于市场预期。

自 2008年上

市以来， 朗逸品牌

凭借不凡实力迅速

崛起， 最高创下月

销量超过3万辆的

佳绩，截至2012年

7月累计销量已突

破80万辆， 当仁不

让地成为所在细分

市场的冠军车型。

全新朗逸的推出，

给予了市场更多的

期待。

售价11.29万-16.69万元

中级车王座不让 全新朗逸欲再续辉煌

专访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销售与市场执行经理、上海上汽大众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贾鸣镝

长安欧诺1.5L全“芯”上市

提升安全配置 2013款明锐上市

明日全国上市 北京现代朗动到店

成都商报记者从北京现代获悉，

全新一代中级车朗动样车已经运抵成

都。 朗动是北京现代在中级车领域的

又一款革新之作， 将于明日举行全国

上市仪式。 朗动在全球市场广受欢

迎， 不仅多次获得 “北美C O T Y 大

奖”、“A N C A P五星安全”等荣誉，而

且在美国、 韩国等市场都是最畅销车

型。2012年上半年，朗动在美国市场的

销量达到97769辆。 在4月份北京车展

上，朗动首发亮相表现抢眼，还未上市

就进入众多消费者的购车候选名单。

与同级别竞争车型相比， 朗动在

外观、空间、配置、安全、动力五个方面

拥有强大优势。 朗动的长、 宽、 高为

4570/1775/1445m m ，拥有同级车少有

企及的2700�m m 轴距，

带来宽敞的驾乘空间。

朗动动力强劲， 搭载

γ1.6L及N U 1.8L发动

机，两款发动机都采用

D - C V V T 双连续可变

气门正时技术，不仅在

动力输出方面表现出

色,在行车噪音、燃油

经济性等方面也得到

了保障。朗动提供同级别车中“挡位

最多”的动力总成：先进的发动机匹

配6速手动变速箱、6速手自一体变速

器，动力输出和驾控乐趣都值得期待。

“配置最全”是朗动的一大强项：搭载

智能钥匙+一键启动、 驾驶席通风座

椅、ESS紧急制动提醒、 风挡自动除

雾、 胎压监测系统、BO SC H 刹车优先

系统、后排空调出风口等多项舒适、安

全的配置。在第八批节能汽车

（

1.6

升

及以下乘用车）

推广目录中，朗动1.6L

排量入围，可享受3000元节能补贴。上

市后的朗动将成为北京现代又一款冲

击“销量王”的主力车型，有望带来中

级车市场新一轮的洗牌。

（陈艾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