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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16

新车上市

2016年7月27日
星期三

日前，广汽丰田在长春车展发
布了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以此致
敬这款经典全球车在中国市场走过
的十年荣耀之路。

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主要向着
高级感方向“进化”，着力提升舒适、
安全和环保的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Toyota Smart Stop智能节油启停系

统，燃油经济性保持同级领先。新车
将于8月中旬到店上市。广汽丰田同
时宣布，从2006年6月17日上市至
2016年7月14日，凯美瑞国内累计销
量突破150万辆，在同级别车中以最
快速度达成150万辆。与此同时，凯
美瑞也是唯一一款长期稳居中高级
轿车市场前三的车型。 （刘逢源）

随着国内二胎政策的全面放
开，中国家庭结构从普遍的“4+2+
1”家庭向“4+2+2”家庭转变，适合
家用的7座以上MPV需求不断上
涨，能够满足商用又能兼顾家用的

“全能型”MPV成为主流需求。
7月23日，江淮瑞风M3宜家版在

全国10地同步上市，售价7.38万-8.88
万元。作为江淮旗下首款小型MPV，
瑞风M3上市后持续获得创客人群青
睐，市场占有率连续15个月环比增长。
瑞风M3宜家版在原有核心优势的基
础上结合用户反馈，进行了造型、舒

适、安全等方面的创新升级，实现了更
强的产品表现。家庭客户在乎的：倒车
影像及GPS导航、LED日间行车灯、带
语音识别及蓝牙电话功能的真皮多功
能方向盘，31处储物空间，都在M3宜
家版上得以配备。 （刘爱妮）

7月20日雪佛兰全新科鲁兹上
市当天，除伊布缺席外，曼联主力阵
容几乎悉数到场为全新科鲁兹上市
捧场。这群球星随随便便往台上一
站，就是几个亿的身价。

当天下午2时许，雪佛兰全新科
鲁兹上市发布会正式开始，8辆身披
曼联7号战袍的红色全新科鲁兹缓
缓登临舞台。车门打开，走下汽车的
竟然是曼联的球员，全场欢呼四起，
现场的气氛推向了一个高潮。

全新科鲁兹共推出7款车型，搭
载1.4T顶置直喷涡轮发动机和1.5L顶

置直喷发动机，分别匹配7速DCG智
能启停双离合变速箱、全新6速DSS智
能启停变速箱以及全新6速手动变速
箱，售价10.99万~16.99万。自上市起
至9月30日，抢先预定全新科鲁兹即可
获得“抢鲜三大礼包”。 （张煜）

为了解答这几个问题，成都商报记者多方
联系终于找到一辆在召回范围内的2010款东
风本田CR-V，以车主的身份于近日对4S店、
厂家热线、律师进行了采访。

一、成都建国东风本田吉驰店售
后接待顾问何女士和她的实习生这样
回答：

Q：既然“死亡气囊”这么危险，我还能不
能继续开这个车？

A：由于经销商暂时还未接到厂家关于召
回的具体解决方案（采访日期为7月4日），因此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存在怎样的缺陷，也不知道
这样的缺陷是不是危及驾驶安全。不过从之前
到店对气囊进行过检查的客户反馈情况来看，
确实没有检查出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不
好说您是开还是不开。

Q：如果不开车，造成的经济损失谁来赔偿？
A：（沉默）
Q：那如果这段时间我开车，刚好那么不

幸就遭遇到了这个气囊问题，你们负责任不？
A：如果真的遇到问题，您找厂家，一定会

给您负责的。

二、东风本田800-880-9899官
方客户服务热线小妹这样回答：

Q：在正式召回进行维修之前，我还该不
该继续开车？

A：这次召回的气囊问题，是在发生碰撞后
才会引发后续安全问题，因此只要您注意保持
安全驾驶就可以继续开车。

Q：那如果开车刚好就遇到了气囊这个问
题，你们厂家是不是要负责任？

A：……只要您保持安全驾驶，您就不会遇
到这些问题啊。

Q：那如果我不撞别人，别人撞我，就刚好
遇到了气囊问题，你们厂家是不是可以负责嘛？

A：……我还是只能提醒您，开车上路一定
要保持安全驾驶。

三、成都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邓庆
律师这样回答：

汽车无论是否属于召回范畴，消费者只要
在汽车使用过程中被证实是因为汽车自身缺
陷造成的伤害，都可以追究汽车经销商和汽车
厂商的相应责任。但即使厂家公布了缺陷，也
就是在已知问题的情况下，也只能依据消费者
实际造成的损害来问责，而不能在未发生因缺
陷造成实际损害的情况下就要求赔偿。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刘逢源

7月24日，东风风行旗下新产品：
加大号7座SUV——风行SX6上市。据
现场公布的情况来看，全车系分为三
个动力总成，分别为：搭载三菱1.6L的
MT、三菱1.6L的CVT和东风风行2.0L
的MT三种动力总成。这几款车型的
售价区间为6.99-10.29万元。

在动力系统方面，风行SX6既
有经济省油的1.6L，也有动力强劲
的2.0L，既有享受驾驶乐趣的MT，
也有便捷平顺的CVT。在空间组合
方面，风行SX6既有7座，也有5座，
既有223座椅布局，也有232座椅布
局。而开创性地导入的223的7座布

局和尾部挑高设计，使内部空间更
为宽大。正是基于动力多用途、空间
多用途和底盘多用途方面的出色表
现，风行SX6全面覆盖7座家用车用
户需求，给用户提供了充分的选择，
堪称7座SUV的实用之王。

（桑田）

“死亡气囊”引发大规模召回
广汽本田因高田问题气囊，于8月10日起召回部分国产雅阁、奥德赛等轿车

7月22日，国家质检总局缺
陷产品管理中心官网发布消息，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因高田
问题气囊，计划于8月10日起召
回其生产的部分国产雅阁、奥德
赛、歌诗图、飞度、锋范、理念S1
及 进 口 讴 歌 RL 轿 车 ，共 计
1823739辆。此次召回堪称国内
数量最为巨大的单次召回之一，
其中仅雅阁就将召回118万辆，
车辆生产日期更是从2002年至
2011年，时间跨度达到9年。

这已经不是本田第一次因
为高田问题气囊召回车辆。
2014年12月16日，广汽本田和
东风本田同时宣布召回计划，
总计召回569，769辆汽车。

今年6月17日，东风本田宣
布自今年7月31日起召回超过
103万辆汽车。此次召回的汽车
包括国产思威、思域、思铂睿汽
车及进口思域混合动力汽车
——这次召回成为了东风本田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集中召回。

7月21日，东风本田又再次
召回67411辆思域轿车，原因同
样是气囊存在隐患。次日，广汽
本田也刷新了召回记录……

日本高田集团是全世界安
全气囊生产商“三大巨头”之
一。从2009年起，美国总计出现
了8起因高田气囊充气泵爆炸
而导致人员死亡的事故，而全
球范围内总计有9起高田气囊
充气泵致人死亡事件。

据统计，高田气囊在全球
造成的汽车召回数已经超过
5000万辆，这相当于2015年全
球汽车销量的60%。2016财年公
司净收入同比仍然增长11.7%，
共计7180亿日元（折合464.55亿
人民币）；三大主营业务安全
带、安全气囊以及方向盘的营
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安全
带业务增长15.6%，方向盘业务
增长13.8%，安全气囊业务增长
了4.5%。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已经

包括丰田、马自达、本田等多家
日企在国内涉及召回的车型大
多是2011年以前的旧款车型。
针对目前在售车型，企业似乎
并没有给消费者一个明确的说
法。虽然高田公司已经对于“死
亡气囊”事件公开致歉，并且推
出了全新设计的替代产品，但
是新的设计能否彻底解决十几
年一直没彻底解决的问题，还
存在一个问号。

同时，以最近广汽本田的
此次召回为例，距离8月10日厂
家正式召回大约还有半个月的
时间，作为在此次召回范围内
的车主是不是不应该再冒着生
命危险开涉及车辆？因不开涉
及车辆直至召回维修结束对车
主生活、工作及其他方面造成
的经济损失，是否应该由厂商
赔偿？如果这段时间发生交通
事故，恰好就是由于这个缺陷
引发一系列后果，是否应该由
厂商进行赔偿？

又一次召回！受累于日本汽车气囊制造商高田在产品制造中的
缺陷，东风本田和广汽本田已先后三次提出车辆召回，累计计划召
回约300万辆。

7座SUV风行SX6创新上市

江淮瑞风M3宜家版上市

全新科鲁兹上市曼联捧场

凯美瑞十周年纪念版上市

近日，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联席会发布了最新产销量数据。
今年上半年，轿车销量559.3万
辆，同比略有下滑。其中，主流合
资B级车占据17%左右的市场份
额。尽管近年来表现远不如SUV
市场火爆，但更高的净利润来源
和品牌形象的需要，让中高级轿
车市场成为各大车企竞相追逐的
战略高地。

尽管上半年中高级车市场的
变化，远不如SUV市场来的剧
烈。但在平静的市场表象下，实则
暗流汹涌。下半年，日产新天籁、
丰田新凯美瑞、东风雪铁龙C6等
车型不断有上市信息传出，整个
产品阵营进入集中升级换代期。
更重要的是，随着一汽-大众全
新迈腾实现换代，一汽马自达全
新阿特兹也将于8月10日实现上
市，商务风与运动风鲜明的两款
产品，在满足主流消费需求的同
时，也将进一步加剧中高级车市
场阵营两极化。

有业内人士评论说：“不断
的产品升级换代、消费者结构的
变化、豪华品牌价格下压，都在推
动着中高级车市场的分化。特别
是在重磅级产品的引领下，越来
越多的产品呈现出鲜明的个性
化、年轻化特点，运动和商务成为
中高级轿车的两大主流风格。”

全新阿特兹8月10日上市
双标杆引领中高级车市场迎来变阵

长久以来，迈腾、雅阁、天籁等
传统强势车型分得了商务车市场
的大部分份额。特别是自从第七代
迈腾上市后，销量更是高居不下，
成为整个中高级商务车的标杆。而
在运动型车阵营中，虽然阿特兹、
CC、锐志、思铂睿等产品在总体销
量上难以与商务车匹敌，但近年来
消费需求和人群的变化，正在为运
动型车带来新的机会。

相比于几年前，中高级车消费
者的年龄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有数
据统计，30岁以下购车用户数量明
显上升，35岁以下年龄层的中高级
车消费者已经从2007年的43%，上
升到了今年的50%以上。更重要的
是，这部分新兴的购买力更喜欢年
轻化、个性化的运动型轿车。正如
商务阵营中的标杆产品迈腾一样，
运动风格轿车阵营中也很可能借
助这样的趋势，催生出新的运动标
杆。从产品力以及市场口碑的情况
来看，全新阿特兹很有可能是下一
匹运动黑马。
从产品开发来看，全新阿特兹

完全继承了马自达驾乘愉悦的品牌
精髓，魂动设计和创驰蓝天技术所
带来的动感外观和人马一体操控，
完全满足了年轻人独立、个性的审
美观以及追求驾控乐趣的需求。这
也与以全新迈腾为代表的商务型中
高级车，在产品设计上追求稳重豪
华、加长加宽的设计风格完全不同。
有评论表示，在中高级运动型和商
务型轿车市场上，全新阿特兹和全
新迈腾是将两种风格演绎的比较纯
粹的车型，这也反映出目前市场上
主流消费人群的两种不同需求。

而在具体技术层面，与迈腾始
终强调的“TSI+DSG”黄金动力总
成相对应，马自达的创驰蓝天发动
机和变速器在很多车迷心中拥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观察人士指出，

大众的涡轮增压与马自达13:1的
自然吸气发动机，已经达到目前主
流动力系统的一流水平。在造车文
化上，马自达品牌始终强调以人为
本，从人的感受出发来实现产品的
运动化特征，阿特兹的线性动力便
是典型的表现。而德系车的工程师
文化则为迈腾带来了更加严谨的
设计与技术。可以说，全新阿特兹
和全新迈腾是东方传统的匠人精
神西方工程师文化的极致代表。尽
管造车技术、理念与文化迥然不
同，但正是在各自领域追求极致的
精神，才让两款车型具有了鲜明的
产品特征。

除了具备与迈腾极其相似的
标杆气质，在整个中高级运动型轿
车市场上，阿特兹也堪称一款不可
替代的重要产品。2014年，凭借大
胆的魂动设计和突破常规的创驰
蓝天技术，阿特兹的上市一举颠覆
了消费者对于日系车造型中庸、风
格不够鲜明、运动性能不强的认
知。根据乘联会数据统计，2016年
1-6月阿特兹总销量遥遥领先，成
为市场上表现强劲的运动型中高
级车。此外，第六代阿特兹积累了
不错的市场口碑，加上偏爱运动型
轿车年轻人的逐步增多，可以预
见，只要定价合理，全新阿特兹很
可能实现与主流商务车销量的齐
头并进，成为运动型中高级车阵营
的一个新标杆。

强者恒强，在一个市场快速变
化的时代，这一定律并不绝对，特
别是对于面临豪华品牌挤压、SUV
市场分流、新竞品不断进入的中高
级车市场而言，唯有与消费需求保
持同步，不断强化自身特色，形成
无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才可立于
不败。这也是阿特兹和迈腾在中高
级车市场上引领各自细分潮流的
根本所在。 （夏厦）

事实上，在中高级车市场，很
长一段时间运动型轿车都是被商
务车压制的。但随着消费者观念、
消费者年龄结构的变化，运动型产
品阵营逐渐强大，特别是下半年全
新阿特兹等一批重磅车型的更新
换代，运动型轿车的发展趋势将会
更加明显，运动与商务车市场将成
为中高级车两个最重要的主流市
场。———这样的观点已经成为很多
车企和专业人士的共识

下半年上市的重磅级新车也
从产品上印证了这一观点。作为中
高级商务车市场的标杆，一汽大众
迈腾将在今天实现全新换代。从产
品变化来看，全新迈腾的车身尺寸

和轴距再次加长，后排车门开角的
增大、后排航空头枕以及后窗遮阳
帘的增加，无一不强化了全新迈腾
的豪华感与尊贵感，商务风格进一
步明确。

而在运动型产品阵营中，不
得不提的是将在8月10日上市的
一汽马自达全新阿特兹。作为马
自达品牌的旗舰产品，阿特兹不
但传承了马自达特有的运动基
因，还实现了魂动设计和创驰蓝
天技术的全新应用。与市场大热
的CX-4相同，全新阿特兹也是马
自达品牌的第6.5代车型，与现款
相比有了明显的提升。车内静音
效果和内饰材质的大幅提升，将

整车的品质感提升到了B+级车
的水平。特别是在运动特征上，全
新阿特兹的进气格栅、前大灯都
进行了全新的变化，线条运动将
更加流畅夸张，运动风格更为明
显。同时，为了增强运动舒适性，
悬架也进行了全新的调教，这也
再次证明了马自达对于运动精神
的传承和突破。

需求是产品变化的根本，产品
则是未来趋势的风向标。从商务旗
舰全新迈腾到运动型标杆全新阿
特兹，中高级市场的产品的风格正
在加剧两极化，而鲜明的特征也将
成为推动整个中高级车市场走出
低迷状态的关键。

新车风格强化运动与商务特征成主流

产品阵营分化谁将执运动型车牛耳？

高田高层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