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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长城汽车携旗
下哈弗、WEY、欧拉、长城皮
卡四大品牌登陆成都车展，集
中亮相多款新车，其中全新哈
弗H6铂金版，WEY 2020款
VV7、VV7GT，长城炮乘用
皮卡上市，哈弗H4Pro、哈弗
F72020款等亮相发布。随着
清洁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
化的汽车“新四化”变革加速
推进，以及消费需求的不断升
级，智能安全和年轻个性越来
越受到消费者关注。面对变

革，长城汽车积极探索“新四
化”创新，以前瞻性的眼光和
布局，为汽车行业转型升级提
供发展新思路。

车展现场，哈弗、欧拉、长
城皮卡联合展台打造了“长城
汽车新四化体验乐园”，展示
了面向未来的重磅车型，观众
在零距离体验过程中，能够感
受长城汽车的“新四化”蜕变。

面对主力消费群体年轻
化趋势，长城汽车在产品设
计和技术创新等层面，也更

加聚焦用户体验，满足新消
费群体的味蕾。

全新哈弗H6铂金版在设
计细节、科技配置和智能网联
等方面进行全面升级，10.4万
~13.6万元的官方指导价。针
对年轻群体青春个性、追逐潮
流等特点打造的哈弗H4Pro
也在车展上惊艳亮相，12.3英
寸全液晶数字仪表、智能全景
天窗、Hi-Life智能网联系统
等“高能”装备，10.89万元的
预售价极具竞争力。

9月 5日，北汽新能源
EU5R600在成都车展正式
上市，推出智潮版与智领版两
款车型，补贴后售价分别为
15.89万元、17.19万元。同
时，配备IBTC智能仿生温控
系统，后悬架升级为多连杆独
立悬架的EU5R500也同步
上市，推出智风版和智尚版两
款车型，补贴后售价分别为
13.29万元、13.89万元。

长续航是EU5R600最
大 的 卖 点 ，工 况 续 航 达

501km，等 速 续 航 达
635km，领先同级。从成都
出发，即使跨省出行也无需
停留充电。续航攀升的同
时，其能耗大幅下降，百公里
能耗低至13.3kW·h以内。

在 智 能 科 技 方 面 ，
EU5R600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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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仅能将充电、驻车、行车等多
种情境、多种场景，以靓彩图
像显示在仪表盘内，更能将导

航、多媒体、通话信息从中控
大屏飞入数字仪表盘显示。

与此同时，EU5R600搭
载的百度DuerOS智能语音
交互系统，能够轻松实现人
车深度对话；7项智能出行
服务则能为消费者带来不
一样的网联，智能融入各种
生活场景。内饰方面还增
加了深色内饰，座椅舒适性
也进一步优化，并重新设计
了更具科技感的车机UI系
统。

9月5日，星途LX于成都车
展全球首发并启动预售，推出四
款车型，预售价为 12.79 万～
15.59万元。预售期内，预订用
户可享有交2000元抵4000元、
延迟交车每天50元补贴、赢取澳
门威尼斯人明星音乐盛典套票
等好礼。

星途LX内饰配备了双12.3
英寸悬浮横贯式液晶显示屏辅
以触控式液晶空调控制面板，配
合律动七色氛围灯、光影随动液
晶旋钮等，营造出了超感官前瞻
智能座舱。动力上搭载全新

1.6TGDI发动机+7DCT湿式
双离合变速箱。星途LX搭载
了智能互联Lion3.0雄狮智云
系统，结合L2.5级自动驾驶装
备，带来“好开”“好停”“好安全”
的极致体验。而ADAS高级驾
驶辅助系统，加持ACC自适应
巡航、LDW 车道偏离预警、
LKA车道保持辅助、FCW前碰
撞预警、BSD盲区监测系统等
辅助装备，提供全方位的安全关
怀。360°全景高清影像和全
球领先的FAPA全自动泊车辅
助系统，让用户远离停车困境。

9月5日，成都车展上，比亚
迪王朝系列主力车型——全新
秦宣布开启全球预售。其中，全
新秦燃油预售价6.68万~8.68
万元，全新秦EV补贴后预售价
13.98万~14.68万元。与此同
时，比亚迪还带来钜惠真秦万元
礼包，购车即可享最高24期0
息或36期低息，以及最高1年免
费5G/月流量、1年免费云服务。

动力方面，全新秦燃油采用
1.5L四缸黄金动力发动机，最大
功率80kW，峰值扭矩148N·

m。智能方面，新车搭载比亚迪
最新的DiLink2.0智能网联系
统，全球首创10.1英寸自适应旋
转悬浮Pad，可根据软件应用场
景自动旋转为横屏或竖屏，更可
兼容300万+APP应用。另外，
新车还支持整车OTA远程智能
升级，为整车电器和动力系统性
能提升提供无限可能。此外，全
新秦燃油长 4675mm，轴距
2670mm，主驾腿部空间傲于同
级，达到1036mm，带来宽适的
空间享受。

动力强操控易
好车是开出来的

雅阁进入中国市场，有20
年历史，已累计拥有超过235
万车主，在汽车普及之初，雅阁
是很多成功人士的标配，带给
车主以自信和从容。200多万
车主、20年路上行驶，验证了
雅阁的好车属性，而第十代雅
阁在动力、操控方面更上一层
楼，技术上全面领先。

飞翼式前脸设计、羽翼式
LED大灯、修长前鼻造型、动
感溜背造型、流线型车身线条、
家族式回旋LED尾灯、豪华镀
铬内嵌式双排气，全新7英寸
TFT彩色多用途信息显示屏、
Honda CONNECT 智 导 互
联/Carplay互联、环绕立体声
高级音响系统、全景天窗、加长
140mm的后排超长中央扶手
箱更是同级绝无仅有……第十
代雅阁帅气的外观、实用的配

置抓住了无数的年轻人。
第十代雅阁汽油版车型搭

载 Honda 最 新 研 发 的
SPORT TURBO（锐·T动）第
二代1.5L涡轮增压发动机，改
良了排气道和涡轮，整体加速
性能提升，应答敏捷。配合新
一代LL-CVT无级变速器，并
通过降低重心高度、打造低臀
位驾驶席、减少悬挂摩擦力等
设计，第十代雅阁带来了贴地
飞行般的驾驶乐趣。更重要的
是，第十代雅阁260TURBO综
合工况油耗低至6.0L/100km，
让人惊喜。

品质好残值高
好口碑是传出来的

开过的车主知道，雅阁是
一款好车，就连没开过的车主
也知道，雅阁不简单，为何？雅
阁的二手车价格比别的同条件
车型高出一截，还有获得的多
种奖项，口口相传造就了良好
的口碑。

多年以来在各大专业机构
的新车质量调研、车辆耐久性
能评选、客户满意度调研等评
价中，雅阁均获得了优秀的成
绩。在《2018年中国汽车保值
率研究报告》中，第十代雅阁荣
获国产中级轿车保值率第一

名。
在车辆安全性能上，第十

代雅阁全系车型应用ACE高
级兼容性车身结构，采用高强
度钢材，扭众多转刚度提高
32%、弯曲刚度提高24%，被动
安全性能全面提升，此外搭载
碰撞发动机罩自动弹起的
PUH行人碰撞防护系统、驾驶
员 注 意 力 水 平 监 测 系 统、
CMBS 碰撞缓解制动系统、
RDM车道偏移抑制系统、带
LSF（低速前车跟随系统）的
ACC主动巡航控制系统、360
度自动泊车系统……有着强大
的技术保证，第十代雅阁在
2019年荣获C-NCAP五星安
全认证，是情理之中的事。

贴近车主营销
雅阁粉是亲出来的

雅阁拥有超过 235 万车
主，而这个数字还在快速攀升，
尤其是在第十代雅阁锐·混动
加入之后，雅阁给了消费者更
多的选择。可贵的是，虽然第
十代雅阁持续热销，广汽本田
一点也不浮躁，仍然能够贴近
车主，推出很多精彩的营销活
动，用亲和力打动年轻人。

面对90后新生代消费群
体，广汽本田以“BE CURI-

OUS激活好奇心”为主题的整
合营销行动，启用全球三大IP，
分别代表第十代雅阁“美学”

“运动”“科技”属性，培养更多
的“雅阁粉”。

此外，广汽本田选取了广
州、重庆、北京、呼伦贝尔四大
城市，分别对应设置了条件严
苛且消费者最为关注的挑战科
目：城市早晚高峰极限油耗挑
战、城市+山路高落差攀爬挑
战、专业赛道性能挑战以及极
寒地区冰雪性能挑战，让消费
者亲身体验见证第十代雅阁
SPORT TURBO涡轮增压发
动机以及整车的性能实力。

从产品到服务、从驾控性
能到保值率，雅阁赢得了客户
的认可，客户的认可又造就了
雅阁的绝对自信。从16.98万
到25.98万元，双产品矩阵、全
系9款车型，携美学、运动、科
技三大优势，第十代雅阁将继
续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让更
多消费者成为雅阁粉。

动力强操控易、品质好残值高——

第十代雅阁：绝对自信源于客户认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今年以来，中国车市总体销量继续下滑，但在低
谷之中也有车型表现卓越。1~8月，第十代雅阁累计
销量达146664辆,同比增长48.8%，且连续三个季
度稳居中高级轿车销量冠军。第十代雅阁逆风飞扬，
在激烈竞争的车市拥有绝对自信，原因何在？

工况续航超500km

北汽新能源EU5 R600焕新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星途LX成都车展全球首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长城汽车“新四化”成果展露锋芒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比亚迪全新秦开启全球预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