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底原本就暗流涌动的车市，
也被“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搅动了
起来。与轿车和SUV相比，MPV
在空间、舒适度上更为平衡，更适
合家庭使用。此次广州车展上，长
安汽车、东风风行、江铃福特、福建
奔驰等自主、合资品牌都推出了全
新家用MPV车型。

家庭成员的增多，必然需要更
大空间、更多座位的家庭用车。随
着“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且愿意
生育二胎的夫妻往往两个孩子的
年龄差都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车内
需要配备两个儿童安全座椅。然
而，现有的轿车后座的空间通常不
大，加上小孩子往往要带一大堆东
西，那样的话对于二胎家庭，能够
留下的座位已然只剩1个，往往还
要被孩子的东西占据，更别说拉上
爷爷奶奶了。

SUV有着较好的通过性，适
合面对复杂路况，装载能力也不
俗。但SUV底盘较高，即使配有脚
踏，老人和孩子上下车依旧有些不
方便。更重要的是，大多数7座
SUV，其第三排座位空间和舒适
性并不理想。

MPV的舒适性比SUV要强。
在内部空间上具有更强的灵活性，
相对来说更加宽敞。诚然，MPV通
过性比不上SUV。但家庭出行，安
全舒适是第一位的，通常行驶的范
围还是城市街道、高速公路。而且
由于重心更低，高速驾驶时的稳定
性也优秀不少。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政策的开
放，MPV已经出现明显的逆势增
长态势。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国
内MPV销量达187969辆，环比增
长18.0%，同比增长5.4%。可以预
见的是，在二孩政策全面开放之
后，MPV可能还会迎来一轮增长。
几周前，记者在某品牌4S店看到，
MPV车型被放置在了最为显眼的
位置。销售经理告诉记者，在10月
底政策放开之后，不仅咨询MPV
的客户明显增加，销量也有所增
长。从长远来看，MPV或将呈爆发
式增长。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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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东风风行在MPV领域有着15
年的深厚积淀。在广州车展上，旗
下2016款风行CM7和2016款菱智
两款新车正式上市，其中2016款风
行CM7售价为14.99万元～21.99万
元 ，2016 款 菱 智 售 价 为 4.99 万
元～9.99万元。

在MPV市场，丰田埃尔法可谓
标杆，而风行CM7无论从外观、性能
还是市场定位，算得上“国版埃尔
法”——CM7定位于“新一代中高端
多功能公商务车”，面向“中高端公
商务市场”；前脸跟埃尔法已经不能
用“挂像”来形容，简直就是“明星
脸”；性能方面实现2.0T三菱发动

机+6AT采埃孚变速器的全新组合，
空间上更是第一款车宽超过1.9米的
自主MPV，3.2米的超长轴距保证了
整车充裕的空间。

（桑田）

福建奔驰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郝
博充满信心地表示，5座轿车无法容
纳全家出行，7座SUV的舒适性和车
内空间又较为局限，以唯雅诺Viano

为代表的高端7座MPV将成为家庭
出行的不二之选。现在选购唯雅诺
Viano只需提供家里有十岁以内宝宝
的相关证明，即可享受现金3000元的
优惠。而在金融政策方面，第四季度
购买全系唯雅诺Viano、威霆Vito、凌
特Sprinter均可享受“低首付、低息分
期购车优惠活动”和“0利率分期购
车活动”。同时，今年是凌特Sprinter
诞生20周年，作为全球大型商务车
市场中最成功的典范之作，福建奔
驰还在车展上发布了凌特Sprinter畅
旅版和佳旅中轴版。 （刘爱妮）

作为中国多功能商务车品牌的
领航者，华晨金杯携旗下新海狮、大
海狮新款车型荣耀来袭。此次上市
的新品是华晨金杯在原有商务车领
域扩展至行业用车的新起点，旨在

为国内迅猛发展的行业客户提供新
的运输解决方案，将快速、便捷、专
业的用车体检带给客户！官方指导
价，新海狮为7.38万~8.18万元；大海
狮为9.98万~10.68万元。 （刘逢源）

江铃福特品牌全新高端商务
MPV——Tourneo车型耀现广州，并
首次公布中文名“途睿欧”。车型命
名，旨在凸显这款全新高端商务
MPV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来自欧洲
的智慧高端商务MPV新尊选。这也
是福特品牌首款引进国内市场的大
七座MPV。

福特途睿欧，拥有宽大车身尺寸
（ 长 4972mm、 宽 2032mm、 高
1987mm、轴距2933mm），大七座设计

理念，让车身在长宽高尺寸上均超越
一般的MPV，也因为如此，更让第三
排的舒适乘感更胜一般的MPV。
1360L超大行李厢容积更是超越一般
的MPV，搭配灵活多变的第三排座
椅，使行李厢的装载能力具有更多可
能。全球十佳发动机的加持，让动力
与油耗的表现更平衡、更高效。福特
途睿欧将搭载全新2.0升EcoBoost增
压直喷发动机，最多可提升发动机燃
油经济性达20%。 （夏厦）

在本次广州车展，长安汽车“第
一款七座MPV”——长安欧尚璀璨
亮相，这款由长安商用车制造的
MPV定位于家庭市场，其“高品质、
高颜值”设计、噪音共振控制、车内空
间等方面，在目前众多的MPV产品
中具有一定优势。而在安全配置上，
更是破天荒地集ABS、EBD、TCS、
ESP、HBA（液压紧急制动辅助）、
HBB（液压制动辅助）、坡道辅助与
270度的车身雷达一体。

目前该车全国预售，价格5.99万
元起，预计将在12月正式上市。同时，

“长安欧尚e家计划”也揭开了神秘面

纱，长安汽车联手大众点评、工商银
行-融e购、滴滴打车，未来欧尚用户
不仅将享受到高品质MPV汽车产
品，更将体验到为家庭生活定制的欧
尚汽车生活。 （桑田）

途安，这个名字可谓大名鼎鼎；
它是大众在华“途”字辈的老大哥，
途锐、途观都在它之后命名；它曾经
引领中国MPV市场的风潮。然而自
2003年诞生、次年进入中国以来，途

安从未进行过全新换代。今年3月，
途安全新一代在日内瓦车展首发公
布；此次上海大众汽车全新途安L在
广州首发亮相，十分引人关注。

作为一款全新换代车型，全新
途安L不仅轴距从现款的4395毫米
延长到4527毫米，车身的尺寸和空
间都有所增加，可翻转座椅设计大
幅扩充行李厢容积。强劲高效的动
力系统带来激情澎湃驾驶乐趣的同
时，油耗表现也同样出色。而新车驾
乘的舒适性与领先的科技配置更不
输当下很多主流中高级车型。

（桑田）

想生二胎的
请关注广州车展这些MPV

江铃福特途睿欧：非常大

长安欧尚：长安汽车首款七座MPV 上海大众途安L：12年了，终于换代

金杯新海狮、大海狮：多功能商务车

福建奔驰唯雅诺：宝宝“专车”

东风风行CM7：“国版埃尔法”

双优动力 驾享东海

本次试驾体验路线主要选取位
于舟山市朱家尖岛南端的大青山，
途经陡峭坡路、泥泞小路、沙石路
段等多种路况，还有迂回盘旋的山
道，但宝骏560都轻松应对。试驾车
队在大青山上行进，一边感受习习
海风，一边领略宝骏560出色的通过

性和稳定性。
1.8LVVT-i发动机+爱信5挡手

动变速器的黄金动力组合，使得宝骏
560动力表现强劲，让宝骏560的驾驶
者一路领先尽享舒适操控及超强动
力，而空载情况下202mm的超大离地
间隙充分展现了宝骏560良好的通过
性。

虽然只是一款7、8万元的车，但
宝骏560的安全性能和配置却很高。

宝骏560整车按照C-NCAP五星安全
碰撞标准研发，使用高强钢超过55%
的3H结构一体化车身，并在制造工艺
上使用世界领先的热成型技术以及
激光焊接等技术。全系标配的ESC
主动安全系统、VDC车辆动态控制系
统、TCS牵引力控制功能、HBA刹车
辅助功能、HHC上坡辅助功能；同时
配备四安全气囊、胎压监测、前驻车
雷达、倒车影像等主被动安全配置，
为家人出行筑起一道安全的屏障。

空间宽大
第二排还能翘二郎脚

宝骏560拥有极优的车身尺寸，
长宽高分别达到4620*1820*1750
mm，2750mm超长轴距带来了超大的
车内空间。在试乘过程中，让我们体
验最深的就是宝骏560后排空间非常
宽裕，后排乘客可以轻松地翘起二郎
腿，靠背可大角度调节。
通常大部分SUV、轿车的后排地

板中间都是凸起的，当后排乘坐三个
人时，乘坐在中间的乘客会感觉非常
难受。而宝骏560的后排地板中间完
全没有凸起，这使得后排坐在中间的
乘客也能很舒服地随意放脚，乘坐舒
适感大大提升。
行李厢后排座椅6/4可完全放

平，并能呈现出一个460L-1015L的纯
平空间，可满足绝大多数的居家出行
用途。

销量亚军
助力宝骏品牌稳健增长

上汽通用五菱首款家用大SUV，
宝骏560凭借“宽大更舒适”、“实在
更实惠”、“安全更放心”的产品优势
一上市就实现了销量的垂直增长。自
今年7月上市以来，宝骏560首月以
9158辆取得开门红。8月以17128辆的
喜人业绩创造了车市全新成长速度，
成功跻身SUV细分市场前三甲。据中
汽协发布的2015年9月汽车销量数据

和SUV前十排行榜，宝骏560一举荣
升亚军，刷新SUV市场单一车型增速
记录。

宝骏560的出彩，也助推着宝骏
品牌的快速发展。在以“可靠的伙
伴”为最高准则下，2010年正式发布
的宝骏品牌，先后完成了从A级、A00
级、以及MPV市场的产品覆盖。此次
SUV车型宝骏560的加入，见证了宝
骏品牌在家用车领域市场布局的不
断完善。5年之间，宝骏品牌的用户量
已超越50万人。

宝骏730作为去年7月上市的战
略车型，以月均2.5万辆的销量表现稳
居mpv市场领军地位，目前已拥有
34.6万用户群。而仅上市三个月的宝

骏560也延续了宝骏730在销量上的
奇迹，接棒领跑，不断突破。可以说，
宝骏730和宝骏560这两员车市猛将
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协同驱动
宝骏品牌迅速成长。今年1-9月，宝骏
品牌共计销售306071辆，同比去年劲
增271%，一举成为中国车市成长最快
的乘用车品牌之一。

宝骏560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以用
户为核心的造车理念早已深入人心。
宝骏560的逆势增长表明，在车市新
常态之下，只有超越用户所想，踏踏
实实完善产品才是王道，深扎市场，
尊重用户，用产品说话才能成为车市
“稳增长”的中流砥柱。 （张煜）

寻访最美公路 宝骏560舟山-东极岛之行
看过《后悔无期》的人都对舟

山东极岛那个宁静而淳朴的小渔
村记忆犹新，更对那片被大海环抱
的美景无比向往。10月20日-10月
30日由上汽通用五菱宝骏品牌举
办的 “宝骏560探索中国最美公
路”试驾体验活动在素有东海渔仓
的浙江舟山拉开帷幕。通过舟山环
岛深度试驾体验，让试驾者切身感
受到宝骏560出色的驾控性能。并
探访素有“海上丽江”之称的东极
岛，领略古朴浓郁的渔家文化。
“最美公路”是宝骏560系列试驾
体验主题活动，旨在为广大用户打
造一场集产品体验和探索中国文
化、发现中国之美的探寻之旅。在
舟山之前，“最美公路”活动已探
访了中国极边第一城云南腾冲和
云雾蒸腾的长白山。

广州车展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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