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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一汽丰田针对
旗下将于3月全国正式上市的
新车亚洲龙，在重庆举办媒体
品鉴会。

相较于市场上很多轿车，
亚洲龙凌厉的前脸造型、溜背
式的车身、流畅动感的侧面线
条、极富层次感的尾部及三眼
前大灯、贯穿式尾灯等，给人的
感觉是时尚、大胆、创新。

汽车造型设计专业大V刘
力墉，从汽车设计的演变史、车
辆造型设计要素等专业角度详
细解读了亚洲龙的设计价值与
先进性。比如亚洲龙纤细而呈
现锐角状态的C柱，不仅带来
侧窗延展和修长的视觉效果，
也是塑造运动姿态的常用手
法；凌厉的大脸造型与实体风
槽结合，既具有让气流快速通

过、降低风阻的功能，也是新时
代运动姿态的营造手法。

丰田讲师从人机工程学角
度，解析了亚洲龙在设计上的
人性化与实用性考量。优化的
下格栅向外扩宽，是为了配合
空气动力性能，冷却前制动器；
溜背式的车身设计既为了减小

风阻，也成就了独特的锥形后
C柱，构成了极具透明感的内
部空间；后保险杠微微上扬，可
降低空气阻力系数。

亚洲龙的设计展示了一汽
丰田新旗舰轿车的魅力，也因
其多方面的领先，将在上市后
影响细分市场竞争格局。

1月21日，以“先人一步的
科技享受”为主题，广汽新能源
的Aion S设计沙龙活动在上
海举行，来自全国的近60家核
心媒体走进广汽上海前瞻设计
工作室，探秘Aion S演绎颜值
新高度背后的故事。

作为一款世界级的智能纯
电座驾，广汽新能源Aion S的
造型设计出自世界级大师之
手，由广汽研究院副院长张帆
领 导 的 设 计 团 队 ，赋 予 了
Aion S纯电专属的“人机共生
美学”设计理念。为了塑造属
于电动化时代的经典设计，设
计团队探寻出了标识性的前脸
元素——“穿云箭”前脸格局。

Aion S还用了广汽研究
院节能减排技术的最新成果

——超低风阻系数 0.245Cd。
超低风阻系数，为其实现最大
纯电续航630km、NEDC续航
510km奠定了先人一步的科技
基础。630km的纯电续航性能
已超越部分传统燃油汽车，解
决了消费者使用纯电动车的痛
点——续航里程的需求。

Aion S 4768mm的车长

和 2750mm的轴距已完全达
到中级车的尺寸水平。而得益
于先进的造型设计理念，其独
特的“鲸空间”座舱设计也带来
了超大的车内空间。

通过“科技美学”带来的高
颜 值 、高 能 效 和 高 舒 适 ，
Aion S为用户带来了“先人一
步的科技享受”。

1月19日，河南世纪阳光瑞
风S4上市发布会暨百台交车仪
式启幕。自11月16日瑞风S4
发布以来，45天累计订单已过万
台。当天，瑞风MPV迎来了
2019款全系新品的升级上市。

此次2019款瑞风MPV的
全系焕新，不仅在经典之上创

新升级，全面提升价值体验，更
将展现出江淮商务车对MPV
市场新消费趋势的快速跟进和
对用户的精准洞察。2018年，
瑞风MPV以全年超6万辆的
销量成绩，夯实了江淮“MPV
制作专家”的品牌地位。

瑞风S4搭载了1.5T涡轮

增压和1.6L自然吸气两款四缸
发动机，匹配6MT和CVT两
套变速箱。其中1.5T发动机，
采用低惯量增压器。值得一提
的是，瑞风S4搭载了最新一代
的J-Link智聆车联网系统，拥
有智能语音管家、智能生活管
家、智能远程管家三大功能。

1月19日，威马汽车智
行合伙人郑州威马体验馆
新都会店正式开业，位于郑
州新田360广场的郑州首
个威马体验馆Space，用户
可以在此了解威马品牌的
最新动态，体验威马汽车最
前沿的科技。

据悉，截至目前，首批
门店已在苏州、北京、上海、
杭州、温州、天津、郑州等超
过15座城市开业，基本实
现了对全国各大主流区域
市场的覆盖。

威马汽车还发布了
2019新年保价计划承诺：1

月1日0点至3月31日24
点，凡完成威马EX5大定
支付的用户，若2019年国
补地补下降幅度超出1万
元，威马将补贴超出1万元
的部分（即“差额-1 万
元”）；如降幅≤1万元时，
用户购车价格将按2019年
国补地补政策正常计算。

未来随着威马汽车在
郑州地区的扩充和发展，还
会为当地客户提供更多便捷
化服务，包括专门提供充电、
维修、应急救援等，完善以用
户为核心的网络布局，为用
户提供高效的全场景服务。

2018年，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全年销售171.3万辆，华中区
域贡献17.1万辆。其中，帕萨
特品牌全年销售179028辆，再
次树立中高级轿车价值典范。
1月16日，全新一代帕萨特试
驾品鉴会在郑州举行。

全新一代帕萨特车身尺寸

接近C级车的标准，前后排头
部空间领先同级，引入全新一
代数字科技将科技感与实用性
完美结合。PHEV插电混动版
车型搭载了一套由1.4T发动
机、电动机和三元锂电池组构
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其中
1.4T 发动机最大功率 150 马

力，电动机最大功率116马力，
综合最大功率211马力，峰值
扭矩40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
DQ400e型6速双离合变速箱，
纯电动最大续航里程 63km，
0-100km/h加速时间仅为7.8
秒，配备 i-boost制动能量回
收系统，提供五种驾驶模式。

近日，长城汽车在
2018年整体车市下滑的情
况下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
绩单：国际化征程取得跨
越 式 发 展 ，确 立 哈 弗 、
WEY、欧拉、长城皮卡四大
品牌共同征战市场新格
局，全年销量连续三年突
破百万。以“四高”——高
调性、更年轻、更智能、更
奢华为基点，长城汽车蓄
势挺进新年度。

2019年的车市依然处
于重压之下。长城汽车向
上探、向外走、向下扎，三
维度发力，以图在2018年
的“四高”基础之上再上层
楼。

面对市场急速下坠的

局面，“高销量”依然是长
城汽车撑起大局的压舱
石。2018年，长城汽车全
年累计销量达到 105.3 万
辆，连续三年突破百万销
量。在汽车市场已显疲态
的大势下，长城汽车领跑
态势十分抢眼。其中，哈
弗、WEY 各自交出 76.61
万辆、13.95万辆的答卷，成
为所在细分市场销量冠
军。WEY品牌同比增长
61.39%，累计销售突破21
万辆。长城皮卡同比增长
15.2%，连续 21年保持中
国皮卡市场销量第一。长
城旗下新生纯电品牌欧
拉，截至年末销量已突破
3500辆。

设计大胆兼顾实用性——

看亚洲龙如何释放魅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颜值新高更有科技享受——

广汽新能源Aion S先人一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瑞风S4河南上市暨百台车交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试驾全新一代帕萨特体验全新驾乘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郑州威马体验馆正式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全年销量连续三年突破百万

长城汽车蓄势迎接新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月19日，“人长久车
长安”长安汽车年夜FUN
河南站活动在郑州举行，长
安汽车老客户及社会各界
宾朋欢聚一堂，庆贺长安汽
车入驻郑州十周年。

活动现场，年味十足的
灯笼与中国结，结合中原的
特色木版年画、糖人等民
俗，带给客户充满河南特色
的年味集市。在热闹的氛
围中，长安汽车的领导与工
作人员与来宾打成一片，笑
闹声中交换着各自的开车
经验，相互诉说着与长安结
缘的故事。

为了回馈客户长久以
来的支持与肯定，活动现场
更是准备了超多好礼，红包
抢不停，奖品拿不完，人群
的欢声热浪一波未平一波
又起，这不仅是年末的狂欢
盛宴，更是长安汽车客户至
上 的 理 念 体 现 。 走 过
2018，长安品牌客户已突
破1700万，正处于第三次
创新创业阶段的长安汽车，
已着手向智能出行科技公
司转型，以客户为中心，“从
服务客户向经营客户转
型”，持续推进客户营销。

长安年夜FUN
家人大联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