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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比亚迪唐搭载了极速电四
驱技术，具有“三擎动力、高效节
能、极速响应”的优势。“三擎动
力”即2.0TI发动机与前、后驱动
电机，三种力量相结合，在混动
模式下，可输出371千瓦的总功
率，820牛·米的总扭矩。同时，
唐的三擎分布实现了前后独立
扭矩分配，使得车辆脱困性能更
高，越野性能更强。得益于电控
的优势，其能量利用率可超过
90%，传动效率可提升近 10%，

“高效节能”成为必然。不得不
提的是极速电四驱的“极速响
应”，20毫秒的控制响应时间是
机械四驱（200 毫秒）的 1/10！

毫秒级的跨越，带来更高安全。
唐重新定义了SUV的速度、安全
和越野性能，可以说，比亚迪唐
的上市，刷新了SUV新标准。

唐不仅拥有顶级 SUV 的性
能表现，其搭载的移动电站技术
带来了全新SUV 体验。唐充分
利用自身电池优势，通过技术创
新实现车外 220V 交流放电功
能。放电电压为220V，最大带载
能力为3.3kVA，可为电磁炉、电
冰箱等家用电器及冲击钻等电
动工具供电，郊外露营/户外作
业均可，满足多种使用需求。当
电池电量较低且车辆处于P挡
状态时，车辆智能控制发动机向

电池进行充电，满足车辆对外放
电需求，延长外部用电器使用时
间。

外观上，唐采用全新设计理
念，黑色蜂窝状进气格栅与大嘴
式下格栅，在镀铬的边框装饰
下，张扬霸气。黑色轮眉衬托
LED 日间行车大灯组，野性十
足。尾部造型采用C型流线尾灯
设计，嵌入镀铬饰条，时尚动感。

内饰上，唐的表现也相当让
人满意。全系标配软内饰，做工
考究。棕色皮座椅，舒适度、包
裹性极佳。桃木高档装饰面板，
木纹质感，尽显品位。“三炮筒”
设计风格的空调出风口，个性十

足。12.1英寸超视觉TFT全液
晶数字仪表，10.2英寸触控电容
屏，引领科技时代。配置上，唐
首搭ATS全地形模式，普通、沙
地、泥地、雪地等多种路况随心
切换。全景天窗，全自动控制。
PM2.5绿净系统、三项记忆联动
系统、云服务、遥控驾驶、行车记
录仪、Keyless智能钥匙系统等
多项至尊配置，带来全方位超凡
驾乘体验。

比亚迪唐作为一款新能源
SUV，不仅享受新能源国家补
贴、地方补贴（以各地政策为
准），同时免购置税，市场表现
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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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7日，CTCC中国
房车锦标赛上海站拉开帷幕，马
自达作为北京锐思车队的赞助
商，提供了三辆 Mazda3 AXELA
昂克赛拉赛车参加量产组的比
赛，还有一辆Mazda6 Atenza 阿
特兹赛车参加超量产组的比赛。

运动基因一直不错的马自
达，在今年第一次参加CTCC赛
事，为中国赛车运动带来了新鲜
血液，同事马自达也看清 CTCC
对于诠释一个品牌的运动基因
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次通过进
军CTCC打响品牌发展新方向，
进一步提升品牌影响力。

未来以“创驰蓝天”厂队
进军CTCC

目前CTCC是国内最高级别
的汽车赛事，在这里摸爬滚打，
无疑是在国内证明运动性最好
的场所。在此次CTCC上海站，
马自达为北京锐思车队提供三
辆Mazda3 AXELA昂克赛拉和一

辆 Mazda6 Atenza 阿特兹分别
参与量产车组和超级量产车组
的角逐。

说实话，马自达今年以赞助
俱乐部的形式直接挑战其他厂
家车队，难度比较大，更何况以
自然吸气发动机来PK其他厂家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劣势显而易
见，虽然“创驰蓝天技术”让赛
车有了很好的操控性，但发动
机的性能调校上还有进步空
间，这也是个不断挑战的过程，
就跟马自达今年的口号一样，
越己新力量。

CTCC 上海站，马自达阿特
兹在超量产车组最终以第11名
完赛，而马自达昂科赛拉在量产
车组遇到了发动机问题，只在第
一轮中取得了第14名的成绩。
赛后，马自达汽车株式会社中国
市场支援部部长及川尚人在接
受专访时表示，“马自达的‘创驰
蓝天’技术是为了让车主感受到

‘人马一体’的感觉，魂动元素是
让运动基因彰显，更好地得到消
费者的认可。今年第一次参加

CTCC 也是一种挑战，这是一个
很好的尝试，未来马自达也有望
以厂队形式正式加入 CTCC，更
好地发挥马自达的运动魅力。”

品牌度提升带动销量增长
马自达今年第一次参加

CTCC 也是一种品牌的另向推
广，本身的运动基因很契合赛事
本身，而有了勒芒赛胜利的经历
也让马自达有了挑战的信心。
不过这一切最终还是为了带动
销量的增长，目前马自达主推车
型都亮相了CTCC。

根据马自达发布的最新数
据，2015年5月份马自达总计在
中国市场销售了19739辆汽车，
对比2014年5月份的13892辆
零售销量，同比增幅达到42.1%。

其中，一汽马自达5月份销
量为7699辆，对比2014年 5月
的7485辆，同比增长2.9%，终止
了连续下滑的势头。5月长安马
自达销量为 12，040 辆，较之
2014年 5月的6407辆，同比激
增87.9%，连续第21个月攀升。

2015年1至5月份，一汽马
自达共销售 37059 辆汽车，而
2014 年 同 期 销 量 48632 辆 ，
2015年同比减少24.0%。前5个
月长安马自达累计销售61，512
辆，同比增长75.8%，去年同期销
量34982辆。

马自达销量最好的车型非
昂科赛拉莫属，自 2014 年 5 月
上市以来，累计销量超过 6 万
辆。从2015年开始，昂克赛拉
基本保持月均销量近7000辆的
好成绩，而马自达CX-5也取得
了月均4000辆的成绩。

一汽马自达方面，虽然同
比销量下滑，但阿特兹销量还
是在上升阶段，根据数据显示，
阿特兹 4 月份销量 3800 辆，高
于 3 月份的 3400 辆，基本处于
稳定状态。

马自达还表示，今年年中
2015款阿特兹将在华上市，同
时还将发布新一代 CX-5，一汽
马自达也将在2016年引进新车
型，这一系列动作都将给马自达
销量的增长带来利好。

上海大众
5月销量领跑车市

本报讯 程元辉 6月5日，全
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
2015年5月销售数据。上海大众
汽车以144，008辆的销量成绩继
续位列国内乘用车市场第一。

大众品牌5月销售122，076
辆。其中，Polo销售14，812辆，
位居A0级市场领先位置。San-
tana桑塔纳和Lavida家族在A级
车市场表现出色，分别实现销售
19，149辆和36，105辆。Laman-
do凌渡市场表现稳步攀升，5月销
量8，369辆，较上月上升22%。在
B级车市场，Passat帕萨特以20，
647 辆的销量成绩位列第一。
Tiguan 途观在 SUV 市场表现稳
定，单月销售20481辆。在MPV
市场，Touran途安销售2，358辆。

斯柯达品牌 5 月销售 21，
932辆。其中，升级而来的New
Fabia全新晶锐在外观、动力及
配置等方面均有出色的实力，受
到新生代消费者的青睐，5月销
量达 1568 辆。Octavia 全新明
锐市场表现稳健，销售 12554
辆。Rapid 家族实现销售 6079
辆，保持良好态势。

广汽本田5月销量
同比增长52.1%

本报讯 车键 近日，来自全
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的数
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狭义乘用
车增长为8.8%，而4月、5月仅分
别增长6.1%和3.7%，增幅进一步
下滑；不少主流汽车厂商主动

“官降”，广汽本田在4月份取得
48352辆的终端零售量佳绩后，
5月份再创新高。

广汽本田产品销量出现多
级增长。车型方面，第三代飞度
（FIT），5 月份终端零售量达 9，
783辆，同比增长341.1%，前五
个月累计 49122 辆，同比增长
349.4%；全新奥德赛（ODYSSEY）
终端零售量达到4466辆，同比
增长 216.1%；缤智（VEZEL）达
到10173辆，其中，今年3月份
全新上市的1.5L缤智（VEZEL）销
量占比35%。此外，2015款雅阁
（Accord）、凌派（CRIDER）等也表
现突出，终端零售量分别为
11026辆和8350辆。

2015 年，广汽本田除了继
续推进全新标准特约店建设以
及现有特约店的硬件改造以外，
广汽本田还持续提升销售服务
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着力
五、六线城市实施渠道下沉，并
推行全新升级的“欣喜”服务。
针对当前汽车电商的发展，广汽
本田在销售流程上，开发“e销
售流程”，通过“i-DCC互联网电
话营销”等营销方式，让用户感
受优质的购车服务体验，促进销
量的达成。目前，旨在考察全网
各类销售人员营销和服务能力
的第六届“喜悦之星”销售精英
大赛也已拉开序幕。

据 悉 ，下 半 年 全 新 锋 范
（CITY）上市和凌派（CRIDER）中
改款的推出，广汽本田将实现全
系产品的更新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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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专刊
比亚迪唐宣布上市
售价27.98万和51.88万

马自达进军CTCC 借力展现品牌运动基因

6月6日，比亚迪唐
在深圳正式上市，共 2
款车型——全时四驱旗
舰型、极速版，官方售价
（补贴前）分别为27.98
万、51.88万。作为全球
首 款 三 擎 四 驱 双 模
SUV，唐实现了百公里
加速 4.9 秒、极速电四
驱、百公里油耗2升，标
志着比亚迪542战略拉
开了超能革命的序幕。

青年报 程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