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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盼达用车在郑
州等全国多地多会场同时举行
了“无处不信任”暨信用2.0体
系发布会，宣布启用全新升级
的信用用车体系，联合包括京
东小白、支付宝芝麻信用、中信
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发布信用
2.0体系。

盼达上线运营三年、覆
盖全国十几个重点城市、2万
多 车 辆、2000 + 站 点、400
万+用户、上亿次出行……盼
达用车郑州城市负责人刘思
畅表示，盼达信用2.0体系的
基石正是全国几百万盼达用
户上亿次出行积累下来的里

程，结合芝麻信用、京东小白
评分以及银行体系的征信，
通过整合描绘出一个较为全
面的出行信用画像。在此基
础上，用户可以解锁更多权
限，比如信用分值高的用户
可以获得更多不局限于出行
的增值服务。

（上接AⅠ·20版）

东风风光ix5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2月1日，东风风光智
能轿跑SUV ix5在郑州上
市。新车共推出360TG-
DI、280TGDI、220T 三种
动力共7款车型，售价9.98
万~14.98万元，还将享受7
年/15万公里的质保政策。

风光 ix5最大的特点
在于轿跑越野化、汽车智
能化、用车放心化，尤其是
其突破性地实现了轿跑造
型与 SUV 通过性的有机

结合，满足了用户的多元
化需求。值得一提的是，
10.25 英寸中控液晶屏集
成了功能强大的超级智联
系统 LinOS 4.0，可实现
语音控制天窗、车窗、座椅
加热、尾门等功能，以及通
过手机APP远程控制发动
机、车窗、天窗及空调。此
外，人工语音服务还包括
了在线人工疲劳驾驶陪聊
功能。

长城布局未来产业生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月 29日，长城汽车
“国家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京冀）示范区”开放运营启动
仪式在河北保定长城汽车徐
水试验场举行。该示范区建
成后，将开展包括智能驾驶、
智慧路网、新能源汽车、共享
出行等在内的多个应用示范，
推动5G、智能汽车与智慧交
通产业生态融合发展。

该示范区是由工信部指
导、长城汽车具体实施建设的
国家级智能汽车与智慧交通
应用示范项目。示范区一期
工程为封闭测试区，位于长城

汽车徐水试验场内，占地
13.4万平方米。测试区新
建测试道路总长度5公里，
由十字路口、五岔路口、环
岛及特殊路面组成，充分模
拟城市及城郊交通工况。
新建的5公里测试道路与
试验场原有的45公里道路
一起成为国内测试里程最
长的封闭测试道路，并建成
全 国 第 一 条 覆 盖
LTE-V2X 的高速环道。
同时，该测试区也是国内第
一个覆盖5G网络的城市道
路场景封闭测试区。

电咖牵手小明出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11月30日，电咖新能
源小明出行体验空间盛装
开业，小明出行获得电咖汽
车在河南区域的经销权。
同时，小明出行也与京东汽
车商城、淘车等新零售平台
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电咖汽车是新能源造
车新势力的一员，电咖
EV10车型是造车新势力阵
营最快量产交付的车型，截
至目前已经实际交付3000
台。广州车展上推出的天

际汽车ENOVATE ME7，
惊艳整个汽车圈。开业仪
式上，小明出行体验中心的
总经理李振表示：“在小明
出行可以一站式解决消费
者的后顾之忧。而且在接
下来的12月份，将在郑州布
局个3000个充电桩。”

小明出行拿到电咖新
能源在河南的授权后，快速
布局，目前商丘、安阳、开
封、洛阳、中牟、新密等首批
经销商已经签约。

轩逸·纯电街区活动落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12月1日~2日，东风日
产14城轩逸·纯电街区活动
于郑州圆满落幕，亮相现场
的智领版与智尊版，补贴后
售价分别为 18.18 万元和
18.88万元。东风日产还为
轩逸·纯电推出了2年0息、
3年15%低首付或最低日供
66元的无压力购车金融政
策，而置换用户则最高可享
5000元补贴的置换礼。

轩 逸·纯 电 可 支 持

50kW直流快充和 6.6kW
交流慢充两种充电方式，慢
充充满电需要8个小时，快
充模式下 45 分钟可充到
80%电量。官方数据显示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可达
338km，在60km/h等速行
驶 下 续 航 里 程 可 达 到
389km。轩逸·纯电搭载
日产全球领先EV技术，与
LEAF聆风同平台研发，核
心技术一脉相承。

盼达用车发布2.0信用体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北京现代菲斯塔
获奖理由：全新的外观设

计，颠覆了轿车市场的设计风
潮，犀利的中网设计令人过目
不忘。复杂的车身腰线及紧绷
上翘的车尾线条凸显了其运动
轿跑车的定位。内饰整体造型
充满雕塑感。配置方面，该车
拥有前后LED大灯、电子手刹
（带AUTOHOLD）、胎压监测、
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换挡拨
片、ADAS智能安全驾驶辅助
系统以及网联系统等配置。

菲斯塔是同级运动型轿
车中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车，搭
载204马力高功率发动机，最
大扭矩265N·m，保证了这款
产品百公里加速达到7.6秒。
新增的SMART驾驶模式，带
来全新智能驾驶体验。

河南畅销MPV：

别克GL6
获奖理由：别克 GL6 以

“2+2+2”六座布局、灵活空
间、高效动力和全面领先的智
能科技等卖点征服消费者，可
满足大部分新生代大家庭多
乘员、多用途的出行需求。

在同级别的MPV中，别
克GL6的配置水平更加丰富，

比竞争对手多了LED日间行
车灯、自动头灯、前排座椅加
热、中控台液晶屏、车联网、车
辆远程遥控、前后排头部气帘
等，显然更具性价比，这也让
看中实惠的河南消费者相当
认可。

河南畅销混动车：

比亚迪唐DM
获奖理由：媲美德系高端

车水准的SEA豪华底盘平稳
舒适，LCB高刚性轻量化车身
造就整车安全保障，图书馆级
NVH静谧工程全面过滤内外
噪音。以14.6英寸高清智能
电动旋转Pad为中心，DiLink
智慧生态系统集成了迪Pad、
云服务、救援及客户秘书、智
能手环钥匙等功能，打造极具
未来感的智能座舱。

北汽新能源EU5
获奖理由：作为“达尔文

系统”的开山之作，EU5从智
思、智观、智言、智行、智融五
个维度打造了整车人工智能。

两个版本R500和R550，
前者工况续航416公里，等速
续航520公里；后者工况续航
450公里，等速续航570公里。

12.3英寸全高清靓彩数字
仪表盘+9英寸高清悬浮娱乐中
控大屏，基于百度DuerOS语
音引擎打造的人车深度交互对
话和语音控制系统，搭载了10
项智能驾驶辅助设备和技术，
配合EMD3.0智能电驱技术，
使EU5的驾乘更安心、更放心、
更舒心。

EU5能通过网联，智能融
入各种生活场景，更重要的
是，EU5上的各种软件系统，
包括EMD技术软件，可通过
带独立网关的OTA技术定期
升级更新，使车辆保持性能更
优、体验更好、安全更佳。

江淮新能源iEV6E升级版
获奖理由：虽然起售价格

仅为5.65万元，但江淮iEV6E
升级版的驾驶质感却很出色。
在续航、电池和质保等多个方
面都进行了升级，换装全新
29.2kWh电池组，60km/h等
速工况续航里程长达310公
里。

江淮iEV6E升级版的内
饰很有设计感，红黑撞色搭配
悬浮式液晶触摸屏，科技感十
足。该车还配有倒车雷达、倒
车影像，外后视镜配有电动调
节与加热功能，雨天也不用担

心后视镜能见度不高。标配的
PM2.5空气过滤，为车内空气
净 化 保 驾 护 航 。 搭 载 的
Car-life互联系统可轻松将手
机和车内显示屏连接起来，方
便驾驶者的日常操作。当然，
还可以使用手机APP远程开启
空调、充电、寻车，还可随时查
看车辆状态。

广汽新能源GE3 530
获奖理由：作为广汽新能

源今年上市的全球首款长续
航AI纯电SUV，GE3 530搭
载了广汽新能源与腾讯车联
合作开发的AI系统。凭借长
续航、更智能、高安全三大产
品优势，在行业树立了中国品
牌SUV的新标准。

郑州日产锐骐6
获奖理由：锐骐6基于纳

瓦拉平台全新打造，并且与纳
瓦拉技术同步、品质同源、生
产同线、服务同网。

通过性与承载重量是一辆
皮卡车必备的基础，锐骐6的基
础可谓十分扎实，翻山越岭、居
家载物都不在话下。它配备了
LED日间行车灯、9英寸中控大
屏、3.5英寸彩色仪表屏、一键启
动、无钥匙进入、倒车影像、倒
车雷达……丰富的配置甚至能
超越部分轿车与SUV车型。
锐骐6做了NVH隔音处理，营
造出深海般的静谧空间。应用
日产“安全罩”理念，采用先进
的全封闭式“O”形结构车架，全
方位保护用户安全。

2019值得期待畅销车：

观致5
获奖理由：观致 5 SUV

拥有先进的QADCS底盘控
制系统，观致独有的 DPF/
Anti-axle tramp动力总成
保护系统，避免了动力系统和
传动系统因行驶过程中的震
动造成的损害，这让其在拥有
良好安全性的同时还拥有着
良好的驾驶性能。

东风日产全新一代天籁
获奖理由：全新一代天籁

将搭载2.0升VC-TURBO发
动机，采用了VC-Turbo可变
压缩比技术，并拥有阿特金森+
奥托的双循环系统，电控涡轮
泄压阀以及进排气门可变正时
等技术。外观走年轻运动化路
线 ，4901mm 的 长 度 和
2825mm的轴距，使其看起来
非常修长。

河南畅销时尚轿车：

河南畅销纯电动车：

河南畅销高品质皮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