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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下旬，以车主真实故
事为题材，广汽本田精心制
作的微纪录片正式发布，向
21年来广汽本田的粉丝——
共700万车主致敬。

本次拍摄的微纪录片，
通过多组车主和车之间的真
实故事，讲述了“广本粉”对
品牌的特殊情怀：81岁的苏
爷爷开着飞度追逐环游世界
梦想的故事，他说：“与其躺
在病床上把同一天过上一千
八百遍，有两条腿苟活，还不
如一条腿好好地活着，只要
方向盘在我手里，我就可以
去任何地方。”杨先生创业
初期买下的那台奥德赛，成
了他追梦的伙伴。后来生意
越做越大，杨先生把自己喜
欢的型号全集齐了，20多辆
全是广本。李先生则和父亲

一样选择了雅阁……一辆广
本车，它不仅承载车主的逐
梦故事，更蕴含了每一位“广
本粉”深藏于心的热爱与信
赖。

700万用户中，认定并
选择广汽本田品牌车型陪伴
其追寻梦想的不计其数，有
着非常高的品牌忠诚度和认
可度。这是因为在和用户最
直接相关的服务层面，广汽
本田始终致力于“超越顾客
期待”。

据全球权威调研机构近
日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
示，广汽本田以689分的成
绩斩获主流车细分市场的销
售满意度冠军，佐证了广汽
本田21年致力于销售服务
品质提升，在销售服务领域
精耕细作的成功。

9月28日，小鹏汽车郑州
国贸360体验中心开业，鹏邦
汽车销售成为全国首批小鹏
汽车授权经销商，亦是目前郑
州唯一的经销商，将为绿城消
费者带来高智能、新零售、新
模式的全新购车体验。

小鹏汽车郑州国贸360
体验中心依照小鹏全球统一

SI标准设计、建造，Logo“X”
代表了小鹏汽车在新能源及
智能出行领域的探索。体验
中心通透明亮、质感简约，各
区域功能清晰、配置小鹏汽车
全新标准的软硬件设施，展
车、精品摆放错落有致；设计
中处处体现智能互联网基因，
进店人脸识别，选车、订车全

网络实现，无处不展现极强的
科技感、设计感和智能化。

小鹏汽车郑州国贸360体
验中心的开业，也预示着鹏邦
汽车与新田360广场将在郑州
小鹏品牌的推广上正式达成战
略合作，未来双方还将在客户
体验、客户购车、员工购车等方
面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9月28日，郑州威马用
户中心正式开业，威马汽车
在河南的渠道发展步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该中心以场景
化、沉浸式品牌体验，为用户
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消费环
境，真正落实“走到用户身
边，走进用户心里”。

作为造车新势力中的尖
兵，威马汽车在新能源汽车
产业布局中持续聚焦用户体
验，不断优化升级产品与服
务品质。今年 8 月，NEDC
综合工况里程达到520公里
的威马 EX5 520 正式开放
预 售 ，与 此 同 时 ，“ 威 马

Care+”用户计划正式启动，
通过车辆换电升级、动力电
池终身质保、未来车辆增换
购及转让等服务，从根源解
决用户电池衰减与保值焦
虑。

同时，威马汽车也在加
速拓展新零售渠道网络布局
步伐，河南新威智行新能源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作为郑州
首个威马用户中心，大家在
这里可以充分了解到威马汽
车品牌最新动态及产品，更
可以享受到新车试乘试驾、
充电维修、应急救援等体贴
入微的服务。

9 月 28 日，宝骏 E100
体验车龙子湖高校园区发放
暨绿色出行活动在郑州举
办，郑州多所高校的教师参
加了这次开心驾乘。

驾乘品质是最能考验
研发实力和产品功底的综
合性能，宝骏E100对各个
关键部位进行了优化提升，
不管是城市道路上的减速
带，还是坑坑洼洼的路面，
它都能为用户带来舒适的
驾乘感受。超越同级、直径
更大的稳定杆，打造车辆良
好的操控稳定性，让驾驶更

自信。
在这次体验过程中，宝

骏E100可以轻松插空并且
不影响正常交通，随心所

“去”。日常上下班、与朋友
聚会娱乐、接送小孩、买菜购
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
宝骏E100的“小身躯”降低
了用户的出行顾虑，从而“放
大”出行本身的乐趣与价值。

宝 骏 E100 满 足 家 用
220V电源便捷充电，最快4
小时就可以实现满电，且百
公里耗电量约为10度，每公
里花费仅约6分钱。

近日，吉利“驭星行动——
十万人试星越赢星越”活动在
郑州举行。汽车行业媒体与首
批吉利星越车主，一同见证了
吉利星越标杆式硬核地位。

活动中，直线加速环节，
星越一骑绝尘，6.8S破百；自
动泊车环节，则展示了现代科
技的无限可能。

外观上，星越涟漪式中网
采用了大面积上下黑色格栅，
搭配黑色车标与红色细纹点
缀，同时采用了法雷奥ADB
矩阵LED大灯，视觉上更具侵
略性；黄金溜背设计营造出车
身整体的coupe造型；内饰
上，大面积软质材料及真皮的
包覆使用，提升了内部整体的

豪华氛围，而仪表盘与中控台
的连屏设计、星轨跃动副仪表
台等不仅别具一格，更与豪华
Bose音响、GKUI 2.0、L2级
智驾、9英寸全彩HUD、人脸
识别FACE-ID等配置营造出
具有科技感的沉浸式感官座
舱。可以说，星越由外至内均
散发出一种越级豪华的魅力。

9月26日，上汽通用“车
工坊-德科”品牌推广暨林海
诚信汽修联盟资源整合交流
会在郑州举行，标志着通用开
始在河南汽车后市场进行布
局。

据介绍，林海诚信汽修
联盟是由林海汽配发起的河
南省及周边地区的区域性互
助组织，发起于 2011 年 11
月，经营范围涵盖市场上

95%的常见车型全车配件，
成员覆盖河南及周边地区。
车工坊是上汽通用汽车面向
汽车后市场打造的连锁式汽
车服务品牌，由上汽通用汽
车授权认证，为客户提供跨
品牌、跨业态的汽车生活服
务。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和灵
活的社区化网点分布，车工
坊让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便捷的汽车快修保养服

务。
本次“车工坊”品牌携手

林海汽修联盟，标志着林海汽
修联盟成员将享受到车工坊
带来的厂家资源，统一品牌让
采购、售后、服务更加标准、快
捷，同时，林海诚信汽修联盟
加入车工坊，有助于车工坊积
极开放渠道资源，让消费者无
论何时何地都能享受更便捷
的服务体验。

9月下旬，以“48小时 爱
上全新换代雷凌”为主题，广
汽丰田在临沂举行了深度试
驾活动，参与者通过两天一夜
的行程，从城市道路到高速公
路、从宽敞大道到狭窄小路、
从拥堵市区到空旷郊区，充分
体验了全新换代雷凌的魅力。

在试驾过程中，不少试驾

者对全新换代雷凌搭载丰田
最 新 的 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丰田规避碰
撞辅助套装）很感兴趣。“全新
换代雷凌配置很高，尤其是
TSS智行安全系统，实现准
L2级别自动驾驶，对日常用
车来说特别实用。而且自动
驾驶是大趋势，可见雷凌与时

俱进，我觉得这一点很好。”试
驾者王女士说，“全系标配的
车联网我也很满意。”

全新换代雷凌采用TN-
GA最新的GOA车身，整体
车身刚性比上一代提升了
37%，为驾乘人员提供更好的
防护。此外，全系标配8个安
全气囊、胎压监测，以及ABS
防抱死系统、VSC车辆稳定
控制系统等多项电子辅助主
动安全系统。

全新换代雷凌采用全新
麦弗逊式前悬架、同级罕见的
双叉臂式独立后悬架，大幅提
升高速过弯的操控稳定性，同
时搭载KYB减震器，全面提
升驾驶乐趣与驾乘高级感。
动力系统也是全新换代雷凌
驾趣的保障，搭载185T和双
擎两大动力，尤其是丰田最新
的THS II混合动力，带来出
色驾控性能的同时，综合工况
油耗也低至百公里4.1升。

精心制作微纪录片

广汽本田
向700万车主致敬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小鹏汽车郑州国贸360体验中心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郑州威马用户中心
正式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宝骏E100走进郑州高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十万人“驭星”见证星越硬核地位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车工坊”携手林海诚信汽修联盟
通用布局河南汽车后市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智能、安全、驾趣

全新换代雷凌动感试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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