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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出倒计时，车企花式抢单

春节前买新能源车，真有“便宜”占？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祁驿 耿子腾 文图

特斯拉领跌，价格内卷依然存在
“怎么还涨价了？我看特斯拉都领着降价了啊。”党先生已经
看好了一台新能源车，迟迟没有下单的原因，就是在等价格进一
步下降，
“我还说当
‘等等党’
呢，
结果吃瓜吃到自己头上了。”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进行了粗略的统计，自特斯拉连续两次
降价以来，福特电马已下调 MustangMach-E 全系车型售价，最
低降幅在 2 万元；AITO 问界不仅赠送 8000 元保险，更推出现车 3
万元左右综合优惠；小鹏也针对老款车型进行购车权益结构调
整。此外，几何、合创等多家车企接连对旗下新能源车型跟进降
价，而奔驰也对旗下的新能源 EQ 系列进行了价格调整，上市不久
的 EQE 下 调 5 万 元 起 ，旗 舰 车 型 EQS 的 下 调 则 高 达 20.46
万~23.76 万元。

比亚迪领头，新能源车集体涨价
在特斯拉上个
月宣布降价之后，
比亚迪却宣布涨价
了。11 月 23 日，比
亚迪发布“关于车
型价格调整的说
明”。作为新能源汽
车的风向标，特斯
拉和比亚迪背道而
驰的操作，让不少
消费者也蒙圈了，
春节前的新能源车
价格到底是涨还是
跌呢？

“之前就跟客户说，现在没优惠，还得涨价。”
小张是郑州一家比亚迪 4S 店的销售顾问，他告诉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公司将对王朝、海洋及腾势
相关新能源车型价格上调 2000 元~6000 元不
等，
“ 具体的车型涨幅我现在不好说，但是像秦
PLUSDM-i 这种热销车，肯定是要调价的。”
11 月 23 日，比亚迪突然发布说明，表示要上
调价格，比亚迪表示，此次上调价格原因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受明年新能源车补贴退坡影响，二
是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这已是比亚迪年内第
三次宣布车型涨价。
受比亚迪的影响，其他企业也开始调整价
格，11 月 24 日，吉利汽车、几何汽车、睿蓝汽车的
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 2000 元~6000
元不等，具体车型的调价通知将另行发布。

两头为难，车企纷纷以补促销
“今年买反正不亏，明年不好说。”大河报·豫视频记者以购车
者的身份，电话咨询了上汽奥迪的销售顾问，对方做这样的表示，
而在汽车销售顾问的朋友圈里，
“ 新能源国补退坡，买车即将涨
价！倒计时××天”的促销说法比比皆是。另据记者了解，蔚来
汽车、AITO 汽车等都推出了
“2022 年购车补贴方案”。
“比亚迪涨价是因为它手里订单多，特斯拉降价是因为它要
冲击销量。”11 月 23 日，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受新能源汽车补贴在今年年底正式退出影响，明年年初，国
内新能源车市将再掀起一轮涨价潮，但规模不会太大，现在的价
格无论涨跌，都是车企在做年终的催单，而为了在最后的时刻抢
到订单，
新能源车厂家也纷纷推出了
“保价补贴”，
以补促销。

超值有趣有活力 试驾雪佛兰星迈罗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祁驿

传承了“大黄蜂”科迈罗赛道基因的“小黄蜂”星迈罗一上市，就在
动力、设计、智联三大领域全面焕新，13.99 万~16.49 万元的官方售
价，更是使其成为家用 SUV 新超值之选，这样一台更加年轻化的雪佛
兰新车型，开起来到底如何呢？
动力操控兼顾乐趣和家用
既然是“小黄蜂”的试驾，就得先开
起来，星迈罗搭载通用第八代 Ecotec
全新 1.5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CVT 无极变速箱，在同级车型中，数据
和性能都非常出色。
作为赛道强者，雪佛兰在动力性能
与底盘调校上的功力，在星迈罗上也得
到了很好体现。
“小黄蜂”星迈罗的发动
机在 1500~5000 转/分之间能实现 250
牛·米的最大扭矩，加上雪弗兰国内首
款采用钢链结构的 CVT 变速箱，使得
车辆在操控性上，不但反应敏捷，而且
不蹿不顿，相当平顺，到了后段，持续加
速的动力也相当令人满意，百公里加速
突破了 8 秒，而且 WLTC 工况下的百公
里综合油耗只有 6.54L，性能和实惠全
都兼顾到了。

星迈罗的操控非常容易上手。低
姿态的座椅，相对高的车身底盘，造就
了比较运动化的坐姿；方向盘的回馈力
度很把手，加上车身刚性不错，因此无
论过弯还是走非铺装路面，整体感都很
强；而体现出雪佛兰深厚调校功力的悬
挂系统以及同级罕见的全框式副车架，
则完全保证了在驾驶过程中即便遇到
不平整的地形，车辆也不抖不塌，软硬
适宜。
从动力操控上来说，星迈罗应该是
15 万级或者是紧凑级 SUV 中更具活力
的一款产品。
科技和舒适配置超值惊喜
星迈罗的内饰，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全系标配的双 10.25 英寸渐层屏，这两
块屏一块是高清的液晶仪表，设计得很
时尚动感；另一块是智能车机的高清触

控屏，内置了雪佛兰智能焕新后最新的
到了较高的智能辅助驾驶水平，同时还
智能车联系统。两屏之间，还支持
“3 指
拥有自适应巡航功能，在同级别中可以
飞屏”
联动，
试驾体验很酷，
也很有趣。
说是很
“高”
的存在了。
这套雪佛兰智联焕新后的小雪 OS
外观颇具路人缘 空间突出实用性
智能车联系统，功能非常丰富，语音交
开在路上，星迈罗的路人缘是拉满
互也很顺畅。它不仅支持在线导航、无
的，不断有人想要了解这台更为年轻化
线 CarPlay、OTA 升 级 和 安 吉 星 等 功
的雪佛兰。
能，系统还内置了很多服务性小程序，
“小黄蜂”星迈罗为何能成为整条
比如餐厅订座、天气预报、喜马拉雅、爱
街最靓的仔？因为星迈罗有着运动型
奇艺等。
SUV 常态的低趴+高腰线造型，有两厢
星迈罗的舒适性配置更是超出了
掀背车的感觉，机盖正中预置了几何状
想象。它前排的主驾驶和副驾驶两个
隆起，直接看上去，是和“大黄蜂”科迈
座椅，从 14.99 万起的次低配潮智版就
罗有几分气质上的撞脸；分体式前灯搭
开始有 8 向电动调节功能，并且还有 3
配 Y 形镀铬条，和雪佛兰旗舰开拓者一
档加热，顶配和次顶配的两款 RS 车型
脉相承；而后门位置呈大角度上挑的腰
更是还有 3 档通风功能，大大超越同级
线，阶梯状的后翼子板，都有着浓浓的
合资车。更让河南车主惊喜的是，星迈
美式运动风。这样的造型走在路上，尤
罗从次低配“潮智版”开始，就配备了方
其是日行灯点亮的时候，科技感、辨识
向盘和座椅加热功能，这个在冬天的河
度、运动风，
都来了！
南有多好用，真是谁用谁知道。其他的
在内部空间上，星迈罗则在运动的
舒适配置，比如电动尾门、雨量感应雨
同时，更多的照顾到家用需求，2700 毫
刷、前后排车窗一键上下、前后排 USB/
米轴距带来了布局灵活、乘坐舒适的车
Type-c 接口等等，这些实用性功能比
内空间，通过缩短后排乘坐支撑点与后
起同级车来，星迈罗的配置非常有诚
悬结构的距离，星迈罗为后排乘客带来
意！
更宽敞的膝部空间，而近乎全平的第二
在试驾过程中，星迈罗的音响也让
排地板设计也提高了中长途出行时的
人印象深刻，其中高配 3 款车型搭载了
脚部舒适性。其拥有能够扩展到
一套自研的 TD 环域音响，经过法国知
1405L 的后备厢容积，大件物品都能被
名品牌 ARKAMYS 调音，拥有全车均
轻松塞进车内。
衡、动感低音、古典剧院与主驾优先 4
总结:
种音效模式，当同级甚至更高一级车内
靠着超值的智联科技、打破常规的
音响还逢低音必“劈”的时候，其低音表
设计、专业强劲的驾控表现，雪佛兰星
现已经达到了影院效果。
迈罗能完美满足更年轻的 85 后、90 后
我们试驾的车型，具有前碰撞预
中国主流消费者的用车需求，说它是
警、行人碰撞缓解、跟车距离提示、车道 “家用 SUV 的超值之选”一点不为过。
保持辅助等诸多辅助驾驶配置，整体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