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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试驾

作为换代车型的新天籁，整车造

型上相比老款自然是改变颇多，而它却

并未如一些同级别竞争对手那般，引进

国内后大刀阔斧地改变原有设计，乃至

进行中国特色的再次加长，整车与美版

车型（Altima）基本一致，只在前格栅等
细节处略作调整。

从天籁引进国内以来，舒适一直

是其最大的特质，新天籁依旧延续了这

一传统。打孔与普通皮质搭配的真皮座

椅柔软细腻，座椅造型对不同身材有着

相当强的适应力，任何人都能将座椅调

节到与身体完全贴合的状态。

另外，这款真皮座椅的坐垫采用了

3层填充物，上层为调整座椅软硬的泡
棉，中间层为常规的泡棉，最底层则是

吸收振动功效的泡棉，厚实的座椅填充

不仅乘坐舒适，更让行驶中的颠簸传到

屁股之前又多了一道关卡。

新 天 籁 2.5L 车 型 从 VQ25 到
QR25的 6缸变 4缸可谓备受争议，无论
好与不好都已板上钉钉了，舍弃 V6的平
顺换来了成本更低、重量更轻、燃油经济

性更佳的 4缸，如果成本更低这一属性
能在车价上明显的体现，倒也是个好消

息，如今只能等待本周末公布的价格了。

而这款发动机海外早已完成了这

一过渡，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新天籁，已

经是改进后的版本了，以小幅提升压缩

比的方式压榨出了更多的动力，并依旧

可以适应 92号（含以上）汽油。
新天籁自动挡车型配备了日产全

面投入市场的新一代 CVT 变速箱，相
比前款重量更轻，内部结构间的摩擦大

幅降低，以改变 CVT过热引起传动效
率降低的问题。另外，新一代 CVT模拟
出来的挡位间齿比更大，以实现配合 4
缸发动机的输出特性，高速行驶发动机

更低转速带来的燃油经济性。

而如此设定带来的操控不足，新天

籁也有了解决办法：衍生于 VDC（日产
ESP的名称）的 ATC系统，在车辆高速
转弯时介入，配合 ABS对内侧车轮进
行制动，以保证虽然避震桶的阻尼偏向

舒适，高速转弯的姿态不太理想，但依

旧能深踩油门时稳住车身，减少推头的

情况出现。

在试驾过程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

还是新天籁出色的静音设定，配上普利

司通绿歌伴轮胎安静的特性，怠速、低

速、高速车内的安静程度都远胜于同级

别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这也使新天籁成

为买家在喧嚣的都市中闹中取静的新

去处。

本报记者李邈

新天籁试驾：闹中取静

历经三年的消化和吸收萨博知识

产权和平台技术后，北汽首款轿车绅宝

终于在 5月 11日上市。
“绅宝这款车不仅是北汽自主品牌

二次革命的成果，而且实现了北汽多年

来进入中高端（汽车）消费市场的梦想。”

北汽掌舵人徐和谊如此定义绅宝的意

义。

北汽集团希望通过进入政府采购

这个特殊的市场提升产品、品牌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为此，在绅宝上市的 6款车
型中，搭载 1.8T发动机的两款车型则被
赋予了一个特殊的名字“行政版”。

“北汽发力政府采购市场之后，下

一步是要进入私人消费市场。”汽车行业

资深分析师钟师表示，这也是绅宝发力

政府采购市场的重要目的。

为了进入私人消费市场，绅宝以

“飞行秀”的形式“复制”了萨博品牌的营销

模式，以其运动基因和高性价比作为卖点。

剑指“政采”

北汽集团在 2009 年以 2 亿美元

收购萨博的核心知识产权之后，历时

三年，日前北汽基于萨博平台开发的

首款车型绅宝正式上市。

为了打好发力中高端市场的第

一枪，北汽集团在绅宝上市之前就定

下了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策略。据了

解，从去年年底开始，北汽集团的多位

高层就明确表示“进入政府采购市场

是绅宝的一个机会”。今年年初，北汽集

团还专门组织中央和北京市政府机关

负责公务车采购的工作人员对绅宝进

行了全面体验。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北京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党

委书记梁国锋表示，“为了满足政府

采购标准，绅宝打造了 1.8T车型。”绅
宝搭载这一动力系统的共有两款车

型，售价分别为 18.80万元和 21.16万
元。

据了解，根据 2011年出台的《党
政机关公务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将

一般公务车的采购标准从 2.0L、25万
元以下，下调至 1.8L、18万元以内。
“虽然绅宝公布的价格并不能满

足政府采购的要求，但是在采购过程

中，北汽会给予一定的优惠。”北京市某

政府机关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公务车

采购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此，梁国锋也表示，“对于一些

政府部门提出的一般公务车采购标

准，我们也准备了满足其需求的不同

车型版本。”

北汽集团对于政府采购市场的全

面布局，目前已经初见成效。据北汽集

团内部人士透露，“在绅宝上市之前，

北京市环保局已经下了订单。”

通过北汽集团对政府采购的布局

以及目前部分政府机关公务车采购相

关工作人员对这款车的反馈来看，应

该说北汽在该市场已经赢得了一定的

口碑。

然而，绅宝打入政府采购市场的

目的并不仅仅在此，而在于通过政府

采购的示范效应，提升车型以及品牌

的影响力，进一步带动私人消费。

在我国自主品牌领域，推行这一

营销策略的品牌并不在少数，荣威、传

祺、红旗等品牌都在进行市场铺垫。

吸引私人买家

对于绅宝而言，通过政府采购影

响私人消费，还只是这款车进入私人

消费领域的手段之一。高性价比和萨

博的运动基因，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是绅宝重要的营销王牌。

“北汽绅宝，应该定位于家庭购

买的第一款车，”有业内人士指出，

“但是这张高性能牌，是否能够唤起

家庭中女性消费者的共识，仍有待进

一步观察。”

作为我国自主品牌中的后来者，

北汽绅宝与上汽荣威、广汽传祺以及

长安睿骋一样，面对发力中高端市场

并破局的现状，北汽绅宝如何走出自

己的市场之路值得关注。

绅宝上市后的主要竞争对手将

指向同为自主中高级轿车的奔腾

B90、上汽荣威 750等车型。另外在绅
宝的价位区间，也与现代索纳塔八、

起亚 K5车型、别克君威以及马自达
睿翼等中高级车型产生重合。相比之

下，北汽绅宝的优势体现在其来自于

萨博的动力技术和操控性能上，这也

是其入市后最大的卖点。

但相比之下，塑造品牌是一个漫

长的系统工程，如何让买家接受新品

牌，显然不是一日之功。

动态

北汽欲借绅宝“高位”突围
本报记者 李邈

此前，一汽丰田旗下首款针对年轻人群的全新丰田 86跑
车正式上市，该车共设 2.0豪华手动版和 2.0豪华自动版两个
级别，并以 26.9万元和 27.9万元的“低价”入市，开启平民化
跑车时代。一汽丰田表示，导入全新丰田 86跑车，不仅意味着
产品线变得更加丰富，还希望赢得更多对跑车、对驾驶充满热

情的年轻客户。

86自研发之初，就致力于打造一款以驾驶为中心、以操控
实现驾驶乐趣的跑车。它继承了丰田跑车鼻祖 Sports800“水平
对置发动机垣前置后驱”的动力布局，并推陈出新将 D-4S直喷
技术融入水平对置发动机，最高输出功率达 200马力，加速敏
捷、顺畅而持久，在极限转速下仍能提供线性输出，同时燃油

经济性却不亚于一般的经济型轿车。丰田经过对动力系统和

空气动力学性能的全面优化，使 86 的重心距地面仅有
460mm；整备质量仅 1247Kg，前后配重比达到 53颐47的最佳比
例，行驶中可通过油门和刹车轻松控制动态权重分布，使驾驶

者游刃有余地做出各种动作。

该车前部采用丰田最新的“KeenLook”家族化设计，内置
LED 日间行车灯的前大灯设计。侧面从 2000GT华美、感性的
车身线条获得灵感，整体观感如同作势欲扑的猛兽。尾部设计

稳健中不失敏捷。配置上，86采用“2垣2”座椅布局，前后座椅间
距超过 700mm，还拥有智能钥匙、双区域独立空调、定速巡航、
6CD 立体音响、USB接口等丰富的功能性配置。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第四款战

略车型，Rapid昕锐于 4月 18日正式
上市。记者在多家上海大众斯柯达 4S
店实地探访发现，到店咨询 Rapid昕
锐的顾客络绎不绝。“上市前我们就

已经接到了不少的订单，现在来看车

订车的人也很多，这款车我们很看

好！”上海大众斯柯达某 4S店销售顾
问李先生告诉记者。作为上海大众斯

柯达全新力作，Rapid 昕锐深谙消费
者需求，务实的空间设计和全面的人

性化舒适、安全配置不仅满足了消费

者日常用车需求，更充分彰显了对车

主有车生活的关爱，为消费者带来了

独特的智选昕生活。

“安全、实用，
有家的感觉”

在上海大众斯柯达某 4S 店，记
者遇到了正在办理购车手续的张先

生。张先生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

闲暇之余喜欢带着孩子到郊外野炊、

游玩。“有了孩子，更多了一份责任，

对汽车的安全性要求也提高了，我看

过不少其他车型，最后还是决定选择

昕锐，它的材质、制造技术、配置都不

错，值得信赖。”在主动安全配置上，

Rapid 昕锐不仅拥有由 ABS+EBD +
MSR+CBC 组成的多重主动安全系

统，更为消费者提供了 ESP电子稳定
系统、高灵敏 PDC倒车雷达等实用贴
心的安全装备；在被动安全上，高强

度安全车身、六安全气囊、三点式燃

爆预紧式安全带等配置为乘员带来

了全面的防护。而对于众多有孩子的

家庭来说，Rapid昕锐所配备的带 Top
Tether 上固定点的 ISOFIX 儿童安全
座椅固定装置也非常实用，这一装置

采用了三点式儿童安全座椅固定方

式，能够全面保障儿童乘坐安全。

此外，张先生对昕锐的空间表现

也非常满意：“家庭用车，实用性很重

要，车内乘坐空间要够宽敞才坐得舒

服，行李厢空间要够大，这样外出游

玩、采购什么的比较方便。另外，车内

的储物空间也不可忽视，一家人出去

随身带的零零碎碎的东西少不了。说

起来，车就像我们另一个家一样。很

高兴，昕锐满足了我所有的要求！”秉

承百年斯柯达空间智慧，Rapid 昕锐
拥有同级车中领先水平的驾乘空间，

前后排头部空间和腿部空间都很宽

敞。在储物空间上，466L的行李厢容
积为同级车翘楚，儿童推车不需要折

叠也能轻松放入，行李厢的低开口设

计更方便用户放入较重的物品。车内

细节储物空间上，昕锐也有很多贴心

考虑，比如四个车门上的储物空间不

仅便于随手放置杂物，也可放置饮料

瓶和水杯；大容积手套箱可以放置大

型物件，独特的开口设计更巧妙地避

免了撞击驾驶员膝盖；此外诸如驾驶

员侧下方大储物盒、前排中央通道双

杯托、可移动大容量烟灰缸、带卡片

槽的前排中央通道储物台等细节储

物设计在车内随处可见，极大满足了

驾乘人员的不同储物需求，真正体现

了对乘员的关爱。

“舒适、周到，
是生活的好伙伴”

热爱生活、懂得享受生活是现代

人的特征，汽车也逐渐成为营造品质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先生是一家

广告公司的客户经理，正处于事业上

升期，虽然工作繁忙，但却非常懂得享

受生活：“我的业余爱好很多，工作再

忙也会抽时间去听音乐会、看画展、做

健身，我希望自己的座驾成为生活中

的好伙伴，而不仅仅是一部代步工具。

昕锐的人性化舒适性配置非常丰富，

让人感觉非常细心体贴，在对比了同

级别几款其他车型以后我最终选择了

它。”

“昕锐的座椅软硬适中，坐上去后

背和座椅能够完美贴合，整个身体的

支撑感非常好，座椅的包裹性也非常

好，乘坐起来很舒适。现在大家在车上

的时间都挺长的，有个舒适的座椅很

重要。”而对于昕锐的娱乐系统，李先

生也很满意：“昕锐的扬声系统特别

棒，音质还原度非常好，我喜欢开车听

听音乐，很享受。”此外，Rapid昕锐还
提供了诸多实用的人性化配置，比如

便捷的智能车载蓝牙系统能支持多部

手机连接；双层电动防夹天窗具有倾

斜打开和全部打开两种启动模式，更

有人性化的防夹功能等等。

凭借睿智的空间布局、全面的安

全配置、丰富的舒适配置，Rapid昕锐
打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移动之家，

一上市便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青睐，

全面均衡的实力和超高性价比赢得

普遍认可，其市场表现值得期待。

安全实用 舒适愉悦 斯柯达 昕锐赢口碑

本报记者 李邈

本田 CR-V新两驱版再添节油优势

5月 18日，CR-V 新两驱版在北京上市，共计两款车型，
其中两驱 CR-V 2.0L经典版 Exi 市场指导价 20.78万，两驱
CR-V 2.4L豪华版 VTi市场指导价 22.98万。在配置相同的情
况下，新两驱版的价格分别比对应的四驱版车型低 1万元。
CR-V 新两驱版，进一步扩大了产品线，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
空间，同时消费者也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实惠。

据介绍，CR-V 新两驱版增加了 Exi、VTi两个两驱车型，
并对 Exi以上车型的后尾窗进行了技术处理，提升车型私密
性。CR-V新两驱版秉承 CR-V 节油 DNA，在燃油经济性上有
进一步的提升，两驱 CR-V 经典版 Exi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仅为 8.0L，两驱 CR-V 豪华版 VTi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为
8.8L，领先同级。同时，CR-V所有的四驱车型均升级为 E-DPS
实时智能四驱系统，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行驶性能和降低油耗。

纳智捷 5Sedan预计年中上市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上海车展上东风裕隆携旗下包括纳智

捷 大 7 SUV、专属领袖座驾纳智捷 MASTER CEO 、高端 MPV
纳智捷 大 7 MPV 以及有望在年中上市的中级旗舰车纳智捷
5 Sedan在内的 4款全系产品亮相。

其中，最为惹眼的是纳智捷 5Sedan。作为东风裕隆的首
款轿车，纳智捷 5 Sedan秉承了纳智捷家族一贯的“智慧 科
技”精髓，不仅将是全球首个与手机结合的智慧科技车，同时

也拥有全世界第一套用 Android程序撰写的车载系统，会随
时同步升级最新版本的 Android系统，让智慧有了尽情拓展
的可能。此次在车展上的正式亮相也预示着这款充满了未来

科技智慧的中级旗舰轿车将有望在年中正式上市，预计售价

在 13万元—18万元左右。

宝马“描绘”未来车型趋势

在 2013年上海国际车展上，宝马集团以 Concept X4 概
念车、运动旅行概念车、i3电动概念车和 i8 Concept插电式混
合动力概念跑车等清晰呈现出未来车型的发展趋势。全新宝

马 3系 GT等车型则预示了 2013 年宝马在中国市场将具有
更完备的产品阵容。

此外，宝马的互联驾驶服务也在逐步升级，于 2012年秋
季随新 BMW 5系和新 BMW 7系的上市正式推出。2013年，
宝马中国不断将服务扩展到新的产品线，目前已经涵盖 BMW
1系、BMW 3系、BMW 5系及 BMW 5系 GT、BMW 6系、BMW
7系等众多产品。BMW互联驾驶的一系列服务通过安装在车
内的 WCDMA 3G 通信功能模块进行数据传送，客户享有 3年
免费使用期。互联驾驶服务包括：为客户提供全天 24小时的
旅程咨询服务，呼叫中心的客服人员会帮助客户搜寻目的地

并直接发送至导航系统；紧急救援协助和道路救援服务；

BMW授权经销商自动预约保养；BMW 资讯在线的实时新闻、
天气、股票信息、百度地图搜索等。

平民跑车 FT86丰富一汽丰田产品线

凭借睿智的空间布局、全面的安全配置、

丰富的舒适配置，Rapid昕锐打造了一个温

馨、舒适的移动之家，一上市便得到了消费者

的广泛青睐，全面均衡的实力和超高性价比

赢得普遍认可，其市场表现值得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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