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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丰田车队
包揽“双冠”

7月9日，2017赛季CTCC中
国房车锦标赛上海佘山站两回
合决赛于天马赛车场圆满落
幕。凭借刘洋与林立峰的胜利，
广汽丰田车队成为了本赛季
CTCC中国杯组别首支在分站决
赛中收获双冠军的队伍。此役
过后，广汽丰田车队以双冠战绩
结束了2017年度上半赛季的比
赛，并扩大了厂商积分榜上的领
先优势。

在首回合的比赛中，从头位
发车的刘洋自起步之后就顺利
守住了领先，然而，这位上一分
站冠军车手的胜利之路并不平
坦。在15圈的比赛中，刘洋身
后的对手一直步步紧逼，多次发
起猛攻。但凭借滴水不漏的严
密防守，刘洋以仅仅0.492秒优
势率先冲线成功捍卫了胜利。

在后方车阵中，广汽丰田车
队其他3名车手邓保维、张汉标
与林立峰则分工合作，完美地复
制了车队在肇庆站时的策略。
其中邓保维在比赛中接连超越
8 辆赛车，将排名提升至积分
区，为车队收获了宝贵积分，张
汉标和林立峰则针对第二回合
强势出击，顺利占据第十一、十
二名，将在第二回合倒序发车之
后排在头排起跑。

本站比赛结束之后，广汽丰
田车队完成了2017赛季上半部
分的征程。

广汽丰田车队将以中国杯
厂商、车手积分榜领头羊的身份
进入将近一个月的夏歇期，车队
将会在保持良好竞技状态的同
时，再接再厉，稳步提升，力求在
下半赛季寻求新的突破，再创佳
绩。 青年报 程元辉

青年报 孙臣

据雷诺集团官方发布的数
据显示，雷诺集团（包括拉达）
上半年的全球新车（PC + LCV）
注册量增长10.4%，全球销量达
到188万辆；而其在全球市场所
占的市场份额达到 4.1%，与
2016 年相比上升 0.3 个百分
点。此外，雷诺集团、雷诺品牌
及达契亚品牌上半年销量均创
下了新的纪录。雷诺三星汽车
的销量上涨12.5%，而拉达则上
升12.2%。

雷诺在中国市场售出近
36000辆（去年同期仅售出9771
辆），同比劲增约268.44%，其中
包括21000辆全新科雷傲。此
外，雷诺三星汽车在韩国市场
的销量增幅达到12.5%，所占市
场份额下降4.2个百分点。得
益于最近面世的SM6 和QM6，该
品牌的市场份额达到6.9%，同比

上升1个百分点。
雷诺品牌在欧洲的销量保

持增长态势，2017年上半年注
册量上涨 4.3%，市场份额占
8.2%。雷诺品牌销量的增长主
要得益于2016年升级上市的梅
甘娜系列轿车。Clio 4是欧洲
排名第二的畅销车，而卡缤
(Captur)则是该类车型中排名
第一的跨界车。

雷诺在电动汽车领域保持
领先位置，市场份额占 26.8%，
销量上涨34%。欧洲销量最佳
的电动汽车Zoe注册量同比上
升44%。

雷诺在欧洲以外的市场无
论是销量还是市场占比都获得
了一定程度的增长，雷诺集团
新车注册量同比上升 16.8%。
此外，雷诺集团也计划进一步
延伸其在各市场的实力，如
QM6 和 SM6 在 韩 国 ，Kaptur
Vesta和 Xray在俄罗斯，科雷傲

在中国，梅甘娜在土耳其，Cap-
tur在美洲地区等。

在2017年，雷诺集团全球
市场会有大约1.5% 到2.5% 的
增长幅度。在2017下半年，欧
洲市场份额仍有望增长2%，法
国市场份额预计将扩大2%。在
欧洲之外，俄罗斯市场份额的
涨幅可能超过5%，而巴西市场

份额的增长可能为5%。中国和
印度市场份额的增长势头有望
持续。

今年下半年，该集团将继
续充分利用欧洲新增市场，以
及Koleos在中国、Kaptur, Xray
和Vesta在俄罗斯、QM6 和 SM6
在韩国和新型SUV系列在拉丁
美洲的势头。

广本上半年销量
同比增长13.9%

日前，广汽本田官方公布
2017年1-6月销量成绩：累计
终端销量337326辆，同比增长
13.9%。其中，雅阁（Accord）与
缤智（VEZEL）上半年累计终端销
量分别为76425辆与71092辆，
成为销量贡献主力车型；冠道
（AVANCIER）、飞度（FIT）也以领
先同级的销量表现，成为上半
年优异成绩的重要助推车型；
广汽Acura方面，首款国产战略
车型CDX延续了上市以来的良
好势头，助力广汽Acura上半年
销量达到 6500 辆，同比劲增
442%。

目前，CDX累计销量已突破
11,000 辆，成功扩大了品牌在
中国高端车市场的占有率。

作为广汽本田最重要的旗
舰车型之一，雅阁（Accord）家族
今年5月实现中国市场终端销
量突破200万辆，成为首款迈入
200万辆俱乐部的日系中高级轿
车，上半年终端销量累计76425
辆，同比劲增56.7%，继续保持中
高级轿车销量前三甲位置。

青年报 车键

2004年中国
满大街跑的还是
小轿车，东风本田
CR-V 作为一名

“异客”进入中国
市场，却掀起数年
狂澜。连续数年
的销售冠军显示
出CR-V的成功，
也体现出国人对
SUV 的需求。在
这个中国车企对
SUV 不断更新换
代的时代，CR-V
这 款 经 典 城 市
SUV 虽然仍畅销
全球，却也难及其
巅峰状态。

在这节骨眼
上，东风本田推
出 了 全 新 一 代
CR-V，改变了数
年不变的款式。
东风本田还将年
度销量目标提升
至 68 万 台 ，那
CR-V 是否真的
能重现旧日辉煌
重返巅峰呢？

青年报 于诗婕

东风本田新CR-V卷土重来

雷诺上半年全球新车销量增长10.4%

显而易见，东风本田在CR-
V上下了大血本，从之前的经验
来看，CR-V 不愁车卖不出去。
即便之前 CR-V 内外并无大变
动，上市之后销量仍遥遥领先。
但东风本田的野心远远不止于
此，他们想让CR-V再次爬上神
坛的顶端。

一款车能不能卖座，价格
占很大因素。全新一代CR-V在
外形内饰年轻时尚化的同时，
也开出了 16.98-25.98 万的价
格，在同级车型中极占优势。

而在同等价格区间的紧凑级
SUV中，别的车的动力系统却又
做不到本田那样出色。此次，
东风本田还加入了1.5T的黄金
排量供消费者选择，无疑增加
了一批新的潜在客户。同时，
新增的混动款车型也赶上了国
内的大热潮。

整体来说，CR-V的改革大
大提升了它的竞争力，再加上其
过去优良的口碑，新车一上市必
然少不了消费者的捧场。但
CR-V 所面对的竞争也同样激

烈，各品牌的SUV如雨后春笋般
一台接一台地冒出，其中荣威、
大众等品牌也不甘示弱。

面对竞争对手，CR-V未来
的长期销量还得靠硬件来说
话。东风本田今年计划CR-V达
到月销2万台的目标，今年上半
年最高月销量为1.69万台，离2
万台还有一定差距，要达到新目
标必须付出努力。拥有硬件大
提升的条件，CR-V应该能找回
它应有的位置，让高销量不成为
昙花一现。

CR-V已经数年没有大改款
了，如今中国SUV市场竞争日益
剧烈，消费者便会自然而然地将
目光转向其他车型。此次上市
的全新一代CR-V可谓大改款，
从外形、内饰到配置，不再是之
前不痛不痒的改变，而是巨大的
进化提升。

CR-V 的前脸设计变化很
大，粗镀铬装饰的前进气格栅较
旧款相比更具肌肉感，前大灯与
格栅相连。腰线大方流畅，车门
下增添了银色镀铬条。六辐双

色轮毂银黑相间，个性十足。
CR-V的外形大变革让这款车明
显年轻时尚化，符合当下审美，
却又别具东风本田的特色。值
得一提的是，CR-V的车身宽度
增加了35mm，这数字看似不大，
在实际体验过程中还是能感觉
新车坐得更舒适。

在动力系统上，全新一代
CR-V 也进行了全面革新。新
CR-V有SPORT TURBO（锐·T动）
和SPORT HYBRID（锐·混动）提供
两种动力系统，其中，锐·T动车

型搭载了 1.5L 涡轮增压发动
机+CVT无级变速箱。更高功率、
更大扭矩让车能够在保证动力
的前提下更省油，240TUBRO都市
版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低至
6.2L。

锐·混动上搭载的整套i-
MMD锐·混动系统的最大功率达
到158kW，并可根据不同路况，
实现“EV 模式”、“混合动力模
式”和“发动机直连模式”三种模
式的平顺智能切换。百公里综
合工况油耗低至4.8L。

由内到外大进化

竞争更为激烈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