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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1日至13日，2020
梅赛德斯-奔驰冰雪对决暨腾
势冰雪体验日在呼伦贝尔举
行。新能源车全新腾势X及
近140辆星徽座驾，在气温近
零下30℃的广袤冰原上碾冰
砺雪，以速度掀起寒冬中最具
燃情热血的驾驭体验。

全新腾势 X 踏雪出击，
经过了多种极具考验的冰雪

路段。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与市场
营销执行副总裁吴辰表示，
目前全新腾势X已经正式开
启客户交付，其各种人性化
的“黑科技”玩法，最大输
出功率431千瓦、最大扭矩
950牛·米的澎湃动力，4.6秒
的百公里加速和高达520公
里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

智能远程操控系统、沉浸式飞
行座舱、15.6英寸悬浮式高清
触控屏等配置都让人印象深
刻。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重
要的产品性能体验平台之一，
今年已经是冰雪对决在中国
市场的第八个年头。几年来，
通过强大的产品阵容、专业的
赛道设计以及国内外顶级教
练团队的支持，为众多的奔驰
车主及汽车运动爱好者带来
了难忘的冰雪试驾体验。北
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销售与市场营销首席
运营官段建军表示，此次冰雪
对决，他们带来了多款个性鲜
明的新车型，其中AMG 35
系列在中国市场的首款产品
及AMG首款国产车型——
全新梅赛德斯-AMG A 35
L 4MATIC也在其中。

1月14日，在鼓楼脚下的
北京时间博物馆，宝马集团举
办媒体沟通会，回顾2019年
取得的优异成绩，同时发布
2020年的中国战略：注重品
牌提升，加快新能源车推出，
全年将有17款产品亮相。

2019 年，宝马集团在中
国 市 场 共 销 售 723680 辆
BMW和MINI汽车，同比增

长 13.1%，同时 BMW X1、
BMW 5 系 、BMW X5 及
BMW X6等车型也以绝对的
产品优势领先细分市场。谈
到已经到来的2020年，宝马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高乐表示：“我们看好中
国高档车市场的未来发展，
2020年将进一步扩大在华投
资，‘在中国、携手中国、为中

国、为世界’，强化品牌和产品
力，并在数字化客户体验和新
能源汽车等领域继续发力。”

2020年，宝马集团将以
最年轻的产品阵容延续产品
攻势，在中国推出17款新产
品，开启BMW的“新能源
车之年”和“品牌之年”。新
能源产品攻势从一季度开
始，率先迎来全新BMW X5
插电式混合动力、5系插电式
混合动力里程升级版和i8极
夜流星限量版的上市。纯电
动BMW iX3将在年内投产
和上市，届时 X3 将成为
BMW首款实现“一个架构
兼容各种动力总成”的产
品。此外，全新 BMW X5
M、X6 M 将在年中上市，
全新M5及全新M8四门轿跑
车的推出也将进一步丰富高
度个性化的M车型阵列。

1月11日，“新当家德系
中型SUV”捷达VS7正式公
布预售价格，四款车型价格
区间为 11.18 万～14.28 万
元。同时，5月30日前成交
的车主，还可享受“实力当家
礼”七重礼遇，包括质保礼、
金融礼、置换礼、出游礼等。

捷达VS7在大众先进的
MQB平台上开发而来，大众
全球共享的领先生产工艺让
其延续了卓越的品质，从安
全、空间、科技配置等方面满
足注重“当家人”的购车需
求。

捷达VS7搭载大众和奥
迪旗下车型普遍采用的
EA211 1.4T涡轮增压发动
机，匹配爱信第三代AQ250

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这套
成熟的动力系统满足用户对
动力要求的同时，兼具更好
的可靠性和燃油经济性。

长达 2730毫米的轴距
加上出色的空间利用水平，
捷达VS7让前后排都拥有宽
敞舒适的乘坐空间，全系标
配的大尺寸全景天窗、后排
空调出风口、后排电源接口
和中央扶手等配置大幅提升
了后排的乘坐感受。

捷达VS7高强度车身搭
配6安全气囊、ESP电子稳
定系统、疲劳驾驶提示、胎压
监测等，全系标配电子手刹
与自动驻车系统、多功能方
向盘等，让日常驾驶更加安
全便利。

1月11日，中原汽配商
圈高峰论坛在郑州航空港农
业公园落幕，会上保驾护航
APP6.0版本正式发布，这标
志着保驾护航网在互联网+
汽车后服务的探索道路上迈
出了关键一步。

保驾护航网CEO李宇
辉在致辞中阐释了互联网+
汽车后服务的概念。他表
示，未来保驾护航网会不断
吸纳各方人才和合作伙伴，
线上线下结合，依托互联网
的长久生命力，建立“保驾护
航自主品牌”“保驾护航汽配
连锁”“保驾护航养车连锁”

“保驾护航汽车后市场商学
院”等项目。

随后，保驾护航APP6.0
版本正式上线，在经过全面

改版和升级之后，该版本更
加贴近用户的使用体验，“生
产厂家”“配件批发”“维修服
务”等核心板块让保驾护航
APP的服务体系更加清晰
化。而在其后链接的是成千
上万的线下服务实体，截至
目前已有超过5万用户通过
保驾护航APP体验了互联
网+汽车后服务的全新模
式。

会上，保驾护航全国项
目正式启动，标志着在互联
网+汽车后服务市场有了来
自河南的重要力量，也标志
着河南在互联网+新型产业
模式的探索中取得了显著成
绩，对于河南创投领域同样
有着里程碑意义。

1月11日，“奇瑞家宴”
第二季拉开序幕，全国各地
的奇瑞车主和媒体代表欢聚
一堂，奇瑞家宴郑州站同步
举行。

“奇瑞家宴”采用全国联
动的形式，在300多个城市
同步开启。据统计，1月11
日当天，全国各地共举办了
超500场“奇瑞家宴”活动，
邀请了超过4万批次客户，
共聚集了超过10万名奇瑞
汽车车主代表和全国各地媒
体参与，规模空前。在本次
家宴上，奇瑞与全国各地的
车主和媒体分享了2019年
的出色成绩：随着12月份以

9.3万辆的月销量收官，奇瑞
集团2019年累计销售汽车
74.5万辆，其中自主品牌车
型年销量63.9万辆，同比增
长6.9%。

奇 瑞 之 所 以 能 够 在
2019 年保持汽车市场“寒
冬”里的逆势上扬，主要归结
于体系的夯实、产品迭代快、
品质和渠道稳定以及营销创
新四个方面。特别是产品迭
代快方面，在体系的支撑下，
2019年奇瑞能够以更快的
市场反应速度去解决产品的

“短板”，强化产品的“长板”，
让优秀的产品快速诞生投
产，推向市场。

燃擎出击

奔驰、腾势展开冰雪对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保驾护航APP6.0 上线
探索互联网+汽车后服务新模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第二季“奇瑞家宴”开幕
一场用服务和产品打动顾客的盛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月 11日，时隔一年，记
者再次来到了位于安阳的德
力汽车工厂，从工厂竣工到第

一辆车下线只用了短短的一
年时间。车间内一辆辆纯电
动新能源商用车陆续下线，标
志着河南省第一个新能源商
用车生产项目正式进入批量
生产销售阶段，开启了河南省
新能源商用车整车生产销售
新征程。

德力汽车工厂主要包括
冲压、焊装、涂装、总装四大生
产工艺，生产厂区占地面积
400亩，投入高效、节能、环保
设备500余台套，主要生产轻
货和轻客两种车型。德力汽
车主要发展新能源商用车，技
术层面目前以纯电动为主要

技术路线，并同步拓展氢能、
增程式等技术路线，业务层面
发展目标是成为新能源商用
车行业的主要竞争品牌。
2021年以前产品主要围绕物
流和作业车辆市场开发涵盖
微卡、轻卡、重卡、轻客等平台
的物流车辆和专用产品，满足
当前市场需求，并通过完备的
三电技术及先进的制造工艺
形成核心竞争优势；2021年以
后整体业务将拓展到个人多
功能需求市场，开发全新平台
产品，例如多功能皮卡、宜商
宜家的MPV等，打造公司独
特产品优势。

2020年将推17款产品

宝马集团强化中国战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新能源商用车进入批量生产销售阶段

德力汽车开启新征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18万元起

捷达VS7启动预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