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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兰博基尼全新旗舰
车型Aventador LP 700-4正式
登陆青岛，将全球超级跑车领
域的巅峰极速带到广大山东
超跑爱好者中间，引起热烈反
响。

今年初在日内瓦车展上
全球首发的Aventador LP700
-4拥有澎湃强劲的动力、超
凡卓绝的轻量化工程技术、
非同凡响的操控精确度和无
与伦比的外形设计，为全球
豪华超跑树立了新的里程
碑。经过半年多的热切期待，
新牛王终于在今年秋天以
648 . 8万元售价陆续登陆中
国，填补了兰博基尼中国市

场上V12车型的空白，并于近
日正式在青岛面世。兰博基
尼青岛总经理田罡先生表
示：“兰博基尼A v e n t a d o r
LP700-4是超级跑车领域的
新巅峰，我们非常高兴能把
这款超跑之王带给山东地区
的超跑爱好者，并为车主提
供细致周到的高品质服务，
期待新牛王能在山东热卖。”

兰博基尼Aventador LP
700-4采用的技术组合可谓独
树一帜：该车的新型硬壳式车
体由碳纤维打造，兼具出色的
轻量化工程设计、一流的刚度
及安全性等优势于一体。新款
12缸发动机排量为6 . 5升，输出

功率高达515千瓦/700马力，集
卓越的高转速动力和惊人的
低转速扭矩于一身。从静止到
100公里/小时(0—62英里)的加
速时间仅为2 . 9秒，最高车速
达350公里/小时(217英里/时)；
虽然这两项数字已经十分出
色，却仍不足以尽现Aventador

的卓绝性能，因为在动力提升
8%的同时，但该车的油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量却较前代车
型降低了约20%。

在公路车型中绝无仅有
的ISR变速箱保证了迅捷无比
的换挡时间(仅50毫秒)和极其
平顺的换挡体验，而配备推杆
悬挂的轻量底盘则造就了无

可比拟的操控精度和赛车级
性能。设计精美的内饰配备了
TFT驾驶舱显示屏和“驾驶选
择模式”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
设备。Aventador将遵照超高品
质标准由圣亚加塔?波隆尼的
全新生产厂精工打造。

“Aventador LP 700-4把
‘未来的超级跑车’变成了现
实。它配备了一系列优越出
众、独具特色的创新技术，性
能强大无比。”兰博基尼汽车
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tephan Winkelmann表示，
“Aventador LP 700-4凭借卓
越的动力和技术成为全球超
级跑车领域的至高典范。”

兰博基尼全新旗舰车型登陆青岛
□郝霞

加入WTO后的10年，中国跃
居世界汽车大国行列。从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获悉，截至11月，全国
机动车保有量达2 . 23亿辆，汽车保
有量达1 . 04亿辆，以个人名义注册
登记的私家车保有量达7748万辆，
占汽车总量的74 . 17%。12月3日，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
的《汽车社会蓝皮书》更是预测
称，最晚明年一季度，在家庭汽车
拥有比例上，中国将整体迈入汽
车社会门槛。

此外，权威数据显示，入世10

年中国汽车产销量从2000年的200

多万辆，发展到2010年的1800多万
辆，预计今年有望达到2000万辆左
右，几乎翻10倍，已经无可争议地
成为世界第一汽车产销大国。但
是，汽车

大国并不等于就是汽车强国，与
传统汽车制造强国相比，10年后的
今天，中国汽车产业依然面临大
而不强的窘境：

首先，汽车产销量号称世界
第一，但其中有一半都属于合资
企业所生产和销售，自主品牌汽
车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数据显
示，2010年，通用、大众、现代起亚、
日产、丰田、本田、福特、标致———
雪铁龙、铃木和宝马这10家公司在
中国的汽车销量之和为929 . 6万
辆，占中国汽车市场一半以上，占
轿车市场70%。这说明中国自主品
牌轿车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仅有
30%左右，自主品牌汽车与合资品
牌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

第二，汽
车 出 口
量在世

界 上 还 处

于较低水平，缺乏国际竞争力。
2010年，中国汽车出口量达到创纪
录的54万辆，不到总产量的3%，即
使今年汽车出口达到预期的80万
辆，占整个产量也仅有4%。这个比
重在全球主要汽车生产国中处于
最低水平，不仅无法与欧美、日韩
等每年出口量多达数百万辆的汽
车强国相比，甚至不及印度、巴西
等其他金砖国家。而且，中国汽车
出口主体太多，有500家左右，平均
每一个企业出口不到1000辆。2010

年出口的320亿美元汽车产品是由
2万家经营主体出口，54万辆车出
口到全球210个市场。

第三，汽车零部件产业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巨大，处于
绝对劣势低位。零部件产业是汽
车产业的基础，其发展水平直接

反映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
没有强大的零部件产

业基础，就不能
称 为 汽 车 强
国。入市之初，
虽然我国的汽
车产业政策规
定了整车的合
资控股比例，
却对外资投

资 零 部

件领域没有任何限制，这直接导
致了我国零部件产业核心技术空
心化。目前在汽车电喷系统、发动
机管理系统、ABS、微电机、安全气
囊等核心零部件产量中，外资企
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00%、100%、
91%、97%和69%。

要化解上述挑战，成为真正
的汽车强国，笔者以为，未来5-10

年，中国必须大力推进自主品牌
的发展。

具体来说，首先，经过10年发
展，本土汽车企业已积累了一定
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资源，具备一
定的创新基础，接下来应坚定不
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加大研发
投入，实现汽车产业由“中国制
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

其次，自主品牌企业要注重
培养自己的零部件供应商体系，
打造强有力的零部件供应链。当
下，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
缺少核心技术的中国汽车企业
带来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车企
要积极走出去，收购国外遇到困
境的先进汽车配件企业。同时，
国家对零部件产业尤其是关键
零部件产业给予政策鼓励和大
力扶持。

最后，相关部门要积极推进
汽车产业兼并重组进程，向欧美

学习组建大型企业集团，使我
国形成两三家在产能、研

发、工艺制造、市场开拓
及品牌建设方面具备超
群实力的支柱型企业，
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

入世10年
汽车强国的路依然很长
□杨国英

昌河铃木新款战略车型派
喜近日正式上市销售，昌河汽车
副总经理周家政宣布，此次推出
的铃木派喜共3款不同配置的车
型，售价分别为精英版5 . 49万元、
豪华版5 . 89万元和尊贵版6 . 19万
元。在新车上市的同时，昌河铃
木还发布了新品牌标识，并首次
使用在派喜身上。昌河汽车高层
表示，这个类似于合资自主的新
品牌今后将定位于昌河铃木的
时尚、跨界车型。

铃木派喜是一款定位为A0

级的家用两厢轿车。“新车源于
日本铃木Splash平台，是继雨燕、
超级维特拉、天语之后，日本铃
木基于竞速运动底盘技术开发
的第四款全球战略车型。同时铃
木派喜也是昌河铃木‘时尚、跨
界、节能、精品’新品牌定位的第
一款轿车。”昌河汽车总经理李
黎表示，派喜将走“温馨潮流的
个性轿车”路线。

新车轴距为2360mm，车高为

1240mm。动力上派喜搭载的是
铃木1 . 4L的K14B-C发动机，
此 款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为
73kW，并且最大扭矩达到
134Nm，0-100米加速为13

秒，百公里等速油耗为4 . 6L。
虽然作为铃木品牌的技

术车型，但派喜此次启用了全新
车型的三环标。昌河汽车销售公
司副总经理兼品牌总监陈平告
诉记者，新标识体现出“中国长
安”、“昌河汽车”、“日本铃木”的

合作关系及品牌背景。据悉，新
品牌今后将与铃木品牌并存成
为昌河铃木公司的子品牌，而该
品牌旗下后续还将导入SUV和
时尚、跨界车型。

昌河铃木派喜换标上市
□魏学珍

元旦将至，车主朱先生计划利用
三天的小长假带着全家老小回趟老
家，但朱先生的车比较小，人一多就
显得非常局促，因此就想租辆七座的
MPV。于是他致电本报编辑部，希望
专业人士能为他提供一些有关租车方
面的建议。

专家答疑

要想享受租车的便捷与乐趣，要
避开以下四个陷阱：

一、合同陷阱：目前，多数汽车
租赁公司是采用自己制定的格式合
同。部分不规范的汽车租赁公司，会
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将一些不公平
条款强加到合同中，例如在车损、理
赔、盗抢等方面存在不合理的规定。

二、车况陷阱：汽车租赁公司提
供的车一般不是新车。如果碰上不规
范的租赁公司，没有定期对车辆进行
维修检测使车辆保持良好状况，车辆
就容易存在安全隐患。这样，一旦车
辆在租用期内出现故障，责任就难以
界定了。

三、保险陷阱：一般情况下，汽
车租赁公司会根据自己的风险需求，
为出租车辆购买相应的保险产品。如
不幸发生事故，保险公司会根据保险
合同的约定承担保险责任。而有些不
规范的租赁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只购
买最基本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就
可能要让消费者承担一定责任。

四、价格陷阱：有些不规范的汽
车租赁公司为节省成本，租赁私家车
用作出租。由于免掉了手续费和税
费，这些车辆的租价自然会比正规租
赁公司的报价便宜。但是，由于保险
公司规定私家车上路参加经营的，发
生事故一律不予理赔。因此，一旦发
生事故，赔偿责任就会落到消费者的
头上。

租车谨防四大陷阱
□大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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