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途 LX 1.5T
乘风破浪版

7月 15日， 星途汽车推出全新星途 LX

1.5T乘风破浪版，星耀版和星睿版售价分别
为 10.99万元和 11.69万元。 同步上市的还
有三款全新升级的星途 LX 1.6T车型，价格
区间为 12.99万元至 15.09万元。

星途 LX 1.5T 乘风破浪版全系标配无
钥匙进入/启动、智能全景天窗、双 12.3寸悬
浮横贯式液晶显示屏、 智能语义识别系统，

车载聚合支付、智能家居物联等高端智能配
置，加上 AR 增强实景导航、智能语义识别
系统等，进一步提升车的便捷性。

星途 LX 1.5T 乘风破浪版拥有一颗强
劲的“心脏”。与世界顶级技术合作伙伴共同
研发的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115

千瓦，峰值扭矩 230牛·米，实现了 37.1%的
超高热效率，大幅提升了燃油经济性和动力
响应速度。 与这款发动机相匹配的是模拟 9

速 CVT变速箱，这套高效动力总成百公里油
耗仅为 6.9升， 实现了驾驶乐趣与低油耗的
平衡。 （晓 君）

■ 崔家琛 刘鹤尧

风行电击
———试驾全新冠道 370Turbo

冠道车型于 2016年的广汽本田之夜
上正式推出。它的到来，也让本田在国内
拥有了首款中型 SUV。之后，冠道在当年
10月 29日正式上市。 当时前期上市的是
2.0T 版本，后续又推出 1.5T 车型。去年，

广汽本田冠道取得 7.16万台的销量成绩，

今年 3月 31日新款车型上市后， 累计订
单已超 2万台。

此次试驾的是新款广汽本田冠道。外
观方面，中网部分由原来的网状变为三辐
横条样式， 下中网的部分也进行了调整，

看起来更整洁同时熏黑的设计也依旧得
以保留。车尾的变化也不小，从尾灯到排
气，冠道车型很有标志性的地方新款都进
行了调整。曾经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如今成
了四出，感应式尾门的加入，也让车主的
日常用车变得更加实用。

内饰设计上，本田一直有一套自己的
心得。在最新款的冠道车型上，原本熏黑
的地方做成了磨砂银色，这些小细节的调
整也使得车内更加明亮。此外，老款车型
就有的侧视功能依旧格外吸引人，实际用
起来体验感不错， 算得上直击新手痛点，

加上倒车后视镜自动下翻功能，是很实用
的一项配置。中控台下面的隔层也增加了
时下流行的无线充电功能，方便车主的手
机随时进行充电。

新款冠道在保留大气之余又多一分

精致，产品力再次提升不少。而其空间还
是一如既往的大。试驾过程中，笔者短途
体验了新款冠道的后排座椅，头部和腿部
空间依然是同级后排最宽敞的存在。不管
是正儿八经坐还是翘起二郎腿或者直接
来个葛优瘫， 笔者还尝试着完全横躺下
来，170的身高虽然不能完全放平，但基本
稍微侧下身就可以容下整个人，新款冠道
的后排表现相对同级车型都是优势十分
明显。得益于纯平地台，中间位置坐人也
不会难受， 让第五人的旅途也变得更轻
松、惬意起来。

新款冠道的整体动力系统保持不变，

依旧搭载 240Turbo和 370Turbo两种动力

总成。此次笔者试驾的是 370TURBO四驱
版车型，搭载 9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整个
行驶过程中悬挂调教舒适适中，路噪感都
被悬架和宽厚的座椅吸收掉，有豪华车的
高级质感。而且过弯时加乘人员也不会觉
得摇晃，悬架支撑恰到好处。也就是说这
款 SUV完全是为追求舒适性打造的，而且
其 NVH静音表现也很好， 静谧舒适性极
佳，具备侠骨柔情的优雅风度。

总体来说，新款冠道 370Turbo驾驶起
来轻松自如，即便是新手也容易上手且毫
不费力；2.0T 发动机能轻松带动 1878 公
斤的车身， 再加上超大空间和丰富配置，

新款冠道给对手带来不小压力。（丁延吉）

吉利“ICON灰”获权威认证

7月 17日，吉利 ICON最具标志性车型色 ICON

灰，获得彩通色彩研究所（Pantone Color Institute）

权威认证。

中国汽车品牌颜色设计首次获得世界权威色
彩机构彩通色彩研究所（Pantone Color Institute）认
可， 除了对吉利汽车色彩开发实力和价值的肯定，

更展现出中国汽车品牌的造型颜色自信。 据了解，

吉利 ICON还将联名潮鞋品牌大孚飞跃， 推出限量
版双色联名潮鞋。吉利 ICON灰此次获得车界“莫兰
迪”称号，也将引领汽车色彩潮流和时尚新趋势。

（周 侃）

途虎携手美孚组建汽车养护服务

近日，由途虎、腾讯与与埃克森美孚共同出资
组建的专业汽车养护服务商———孚创，推出其全新
车养护品牌，同时开启首批 5家臻选店。

据悉， 今后孚创旨在以智能数字化的服务平
台，将“S2B2C”的商业模式推进落地，打造全新的上
下游一体化汽车养护生态，并不断深耕和发力万亿
级的国内汽车售后服务市场。

与传统汽车养护平台相比，孚创全新美孚一号
养护品牌将融合线上线下端口，消费者通过线上平
台， 可以浏览车辆所需维保项目的价格和流程。同
时，借助大数据，门店将为车主建立车养护档案，预
判并提醒车主需要的车养护服务项目。

据了解，孚创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拓展养护服务
网络，在今年年内落地 300家臻选店，到 2030年总
数将超过 4000家。 （周 侃）

享道出行CEO吴冰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在“变”与“不变”中寻求均衡和突破
“这次疫情给出行行业和企业带来了困

境，但同时也是一次机遇。”上汽集团移动出
行战略品牌享道出行 CEO吴冰近日在接受
本报专访时这样表示。

7月 16日，在以“中国汽车：看准·行稳”

为主题的产业经济论坛上，吴冰坦诚分享享
道出行如何在“变”与“不变”的思维中寻求
企业发展的均衡和突破。

吴冰强调，在后疫情时代，享道出行作
为出行企业要真正担负起疏通城市 “血管”

的重任，身在局中、尝试破局。享道出行将坚
守企业战略定力，保持技术创新，贯彻全合
规体系化运营，在出行下半场的竞争浪潮中
站稳脚跟。同时，积极拥抱变化，利用一切有
利条件，在业务体系和品质服务上寻求创新
突破。

吴冰表示，享道出行一定能够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道路，实现打造一站式全场景出
行服务平台的目标。他同时也希望，享道出
行的业务模式能为出行行业带来新的启发，

为出行行业的突破带来新的可能。

自 2018年 12月 18日正式上线至今一
年半时间里， 享道出行已在上海、 郑州、苏
州、昆山、杭州、宁波、绍兴、无锡等地开通服
务，累计注册用户超过 1000万，用户满意度
高达 97%，在上海、郑州、苏州三城专车市场
占有率稳居前三。

战略布局：稳扎稳打、精耕细作

吴冰介绍，借助坚持稳扎稳打、精耕细
作的战略定力，享道出行力求打造完整的出
行生态，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全场景出行解决
方案。去年 5月 30日，享道出行通过整合协
同集团内出行业务，推出聚焦企业级出行的
子品牌“享道租车”，实现了企业级租车业务
和个人专车业务的协同发展，丰富并完善了
享道出行的业务范围和服务体验。

另一方面，在长期布局出行生态的过程
中，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为用户带来更好的
服务，是享道出行战略规划意义上的“变化
之道”。7月 1日， 享道出行旗下的企业用车

业务整合至“享道租车”，全面升级企业级出行
服务产品，推出“享道企业版”，从而打通了享
道租车企业长租、高端专车、日常网约车、会务
用车、班车、包车等企业出行全链条业务，覆盖
更加丰富的企业出行场景，实现了企业业务与
个人业务的协同增长。

产品技术：保障品质 突破创新

吴冰强调，保障品质的理念与突破创新的
精神，构成了享道出行产品技术意义上的一体
两面。

享道出行一贯秉持通过技术革新推出符
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的理念，依托庞大数据基础
和一体化的全行业管理数据， 在技术研发、用
户体验、以及智慧出行的布局上保持着稳定的
前瞻性。

不仅如此，享道出行还富有创新性地研发
了运营效率自成长的 AI分析平台、“享道智能

识别系统”和“享道企业智能管理后台”。Al 分
析平台能通过海量数据观书和沙盘模拟演练，

提升大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实现运营效率的
提升；“享道智能识别系统” 可以监测司机行
为、车内人数、司机是否违规等，并进行实时风
控判断；而“享道企业智能管理后台”的研发则
使企业使用者可以在平台上更加直观、便捷地
管理企业用车，并协助企业开展整体用车需求
诊断，优化用车解决方案。

运营策略：稳中有进 规范体系

吴冰表示，坚持稳中有进，把主要的精力
放在人、车、平台的全合规和体系化的打磨上。

迄今为止，享道出行在所有城市上线运营的驾
驶员都通过全合规深度背景调查和身份资料
存档，并通过系统化的机制对驾驶员进行不间
断的审查、培训和考核；所有上线的车辆也均
为合规网约车， 性能及安全指标符合行业标

准，并定期接受线下专业车辆检测。此外，享道
出行还为司乘双方同时提供了一键 SOS保障，

设有 7x24 小时专业客服团队和 SOS 专用通
道，随时为司乘双方保驾护航。

“为针对用户个性化的出行需求， 我们正
调整运营策略， 适时打造高品质定制化的出
行服务，进一步提升用户的出行体验。”吴冰
说，“随着人们出行需求日益呈现多元化、个
性化， 只有深度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
面面，持续深耕用户的特定出行场景，针对不
同城市、不同人群变换运营服务内容，推出细
分场景产品，才能真正为人们提供‘恰到好处
的出行服务’。”

今年 4 月，围绕中小学生返校复课，享道
出行率先在上海推出“享学小专车”，为中小学
生提供一对一专属多日接送服务；5月份，随着
各地大力发展夜经济， 夜间出行需求日益显
著，享道出行便推出“夜间守护专车”，在部分
车内增加了专属靠枕、一次性蒸汽眼罩等服务
用品，能够让用户在夜归路上安心休息。

智能车路协同系统加速落沪

日前，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智行（上海）交通科
技有限公司正式就“智能车路协同关键技术攻关及
产业应用”签署三方合作协议。

智能车路协同系统是采用先进的无线通信和
新一代互联网等技术， 充分实现人车路的有效协
同，保证交通安全，提高通行效率，从而形成的安
全、高效和环保的道路交通系统。今后，三方将在智
能交通的车路协同方向开展合作，以实现“核心掌
控、产品落地、能力输出、标准定制”为宗旨，实现智
能车路协同规模化验证，并在上海率先开展商业级
落地推广与示范运营。 （周 侃）

一汽丰田 TNGA财智之选论坛

7月 18日，一汽丰田 TNGA财智之选论坛在上
海正式启动。作为系列活动的开幕论坛，一汽丰田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东大区总监沈铸，“亚洲龙财
智团”叶檀、管清友等财经专家，与各界嘉宾面对
2020年宏观经济诸多不确定性， 展开头脑风暴，探
讨投资之道。

上海站后，活动还将走进西安、成都、长春等 6

个城市，每场都将有财经大咖登场。在中国各大热
点区域，结合当前实际，通过独到的观点分享、深度
的访谈论坛，为当地消费者分析经济趋势与投资实
践方式，挖掘长远价值和更具潜力的投资标的。

（郭 燕）

长城汽车打出组合拳

日前，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长城汽车如
何挺过明年》的公开信中表示，在企业成立成立三
十周年之际，长城汽车将进行从“中国汽车制造企
业向全球化出行科技公司”的蜕变。

技术上，长城汽车发布“柠檬、坦克、咖啡智能”

三大技术品牌。“柠檬”是全球化高智能模块化技术
平台，具有高性能、高安全性、轻量化等特点；“坦
克”是全球化智能专业越野平台，拥有强悍动力、智
能化越野模式和极致的越野能力；“咖啡智能”是面
向未来出行的智能系统，涵盖智能座舱、智能驾驶、

智能电子电器架构， 首款落地车型为 WEY品牌旗
舰车型。

动力上，长城汽车发布全新动力总成———热效
率达到 38.3%的 4N20系列发动机和世界首款横置
9DCT?9HDCT变速器， 并将于年内量产搭载在长城
汽车旗下新款车型。

产品上 ，WEY 品牌旗下 VV7 GT brabus |

automotive于上海首发上市，全球限量供应 300台，

售价为 25.88万元。长城炮越野皮卡、乘用皮卡、商
用皮卡登陆上海市场，首批“沪 C”长城炮已交付消
费者。营销上，哈弗率先探索用户运营新模式，与用
户共创首推“弗茶”品牌。哈弗大狗还联手虎扑快闪
出击，推出潮鞋展，步步走进年轻人的文化生活圈。

（周 侃）

锐·混动联盟品鉴会
近日， 广汽本田华东片区锐·混

动联盟媒体深度试驾品鉴会在上海
松江拉开帷幕。本次广汽本田华东片
区上海站锐·混动联盟媒体试驾，是
以凌派锐·混动为主打试驾车型，集
结了雅阁锐·混动、 奥德赛锐·混动、

皓影锐·混动。

新上市的凌派锐·混动搭载了本
田在中国首次发布的 1.5L第三代 i-

MMD双电机混动系统， 这是广汽本
田打破混动技术壁垒的一次重要迈
步，首次将混动技术向 A级车市场辐
射、更加亲民化。

在道路体验环节，集合了高/低速
路段以及松江的低洼路段， 凌派锐·
混动通过在不同路段中的表现，体现
了其动力响应、加速线性以及无缝的
动力衔接表现。267牛·米的电机扭矩

输出， 使得凌派锐·混动在起步和加
速时显得非常轻快。 结合凌派锐·混
动独特的低油耗产品亮点， 设置了
“节油大师挑战赛”。

通过深度试驾过程，在本次“节
油大师挑战赛”中，冠军组百公里油
耗仅 3.1L，比官方公布的 4.0L还低。

不仅动力强油耗低，除凌派外，广汽

本田锐混动联盟还有雅阁、 奥德赛、皓
影， 均采用第三代 i-MMD混合动力系
统，不管是油耗还乘坐舒适度以及行驶
加速性，锐·混动都具有极好的表现。

广汽本田已经实现在轿车、MPV和
SUV混动市场的强势占位，完成了从一
款车型到多款车型和多个细分领域混
动产品的全覆盖。 （周 侃）

起亚凯酷设计解析会
近日， 国产版凯酷 （ALL NEW

K5）首次公开亮相，东风悦达起亚对
其外观内饰设计进行首次全面解读。

2011年， 彼得·希瑞尔主导设计
的第一代 K5问世， 以霸气的虎啸式
前脸和跑车式造型，惊艳汽车市场；第
二代 K5， 在前者的基础上颜值再升
级。 当 K5的生命周期进入第三代车
型，起亚的设计也更加成熟。且相比海
外版，国产版也显得更年轻、更运动、

更科技。 凯酷搭载全球首创第四代
CVVD 发动机技术、 基于第三代 i-

GMP平台开发，技术实力不可小觑。

纵观凯酷， 整体车型运动感十
足，俯冲式低趴前脸，配合溜背设计，

以及极富肌肉感的流畅线条，车身整
体呈现出“长背短尾”的比例。车尾延
续了车头和车侧的动感基因，贯穿式

尾灯拉宽了尾部。

凯酷的内饰设计既保留了海外版
实用的特征，又显得更加科技和舒适。

起亚汽车中国设计中心常务 Oleg son

表示， 在内饰上做了更多精心打磨，

以确保产品内外设计的一致性。为了
给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更多熟悉、

与时俱进的感觉，凯酷采用以驾驶员

为中心的设计导向，一体式悬浮双 12.3

英寸全液晶仪表盘和多媒体触控屏，集
合 3.0版本百度智能互联系统、SVM全
景影像等多种功能。 配合电子旋钮换
挡、储物卷帘门等设计，更显高档。

据悉， 新车将于 7月 24日成都车
展面向公众正式亮相， 并于 9 月正式
上市。 （丁延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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