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款重磅产品助阵

上汽大众10月销量批零售双夺冠

大众品牌 1-10 月销售
1347474 辆，蝉联单一品牌销
量冠军。大众品牌首款C级高
端轿车 PHIDEON 辉昂于 10 月
21日正式上市，标志着上汽大
众进军高端豪华车市场，这款
大众品牌全新旗舰车型吸引了
消费者和媒体的高度关注。此
外，大众品牌旗下多款车型在
各细分市场也有不俗表现。
Polo 家族 1-10 月销售 152507
辆，稳居 A0 级两厢车市场榜
首；New Lavida全新朗逸1-10
月销售398433辆，凭借过硬的

综合实力领跑A级车市场；La-
mando 凌 渡 1- 10 月 销 售
111578辆，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4%，在高端A级车市场展现出
蓬勃的活力；Tiguan途观1-10
月销售189378辆，位列合资品
牌SUV国内销量第一，随着近日
新华社“一带一路全球行”完美
收官，作为活动指定用车的途
观进一步展现出良好的口碑和
影响力。

斯柯达品牌1-10月累计
销 售 268486 辆 ，同 比 增 长
23.8%，延续了稳健的增长态

势。明锐 1-10 月累计销售
125747 辆，在高端 A 级车市场
表现出色；昕锐 1-10 月销售
56925辆，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展
现了良好的口碑。升级上市一
周年的速派，凭借出众的产品
实力铸就了良好的市场口碑，
销量持续攀升，1-10月累计销
售29572辆，同比增长114%，在
B级车市场表现抢眼。

近日，大众品牌全新大型
SUV官图公布，并将于广州车展首
发亮相。这款SUV融汇了Cross-
Blue概念车的设计精髓，彰显大

气设计与精湛品质，未来它将与
PHIDEON辉昂一起，共同构建上
汽大众高端产品阵营。在广州车
展上，斯柯达品牌也有重磅产品
推出，全新SUV KODIAQ将在国内
首发亮相，北京车展上其概念车
VISION S已经得到了媒体与消费
者的热烈期待，KODIAQ的亮相无
疑将带来更多惊喜。

随着多款重磅产品的陆续
推出，上汽大众将更好地满足
消费者不断升级的用车需求，
为用户打造更具品质的汽车
生活。

11月8 日，全国乘
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
布最新销售数据，上汽
大众10月销售188017
辆，位居国内乘用车市
场销量榜首；今年1-10
月实现销售 1615960
辆，继续领跑国内乘用
车市场。同时，在10月
的终端零售市场，上汽
大众也以182127辆的
成绩卫冕月度销量冠
军，实现单月销量批零
售双夺冠。 青年报 程元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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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近日，作为保时捷家族中备
受瞩目的新成员，全新一代Pa-
namera于上海举行隆重的亚洲
首秀活动，售价为169.8万元和
219.8 万元。在此次更新换代
中，保时捷系统化地提升了全新
Panamera的所有细节：其发动机
和变速箱经过重新设计，底盘更
加完美，人机互动系统也更便捷
且充满未来感。全新Panamera
还凭借后桥转向、主动侧倾补偿
及三腔空气悬架等设计亮点，对
运动型四门豪华座驾做出了全
新的诠释。

全新Panamera在保留了其
独一无二的车型特征的同时，外
观设计更加鲜明：修长而动感的
车身比例、犀利的跑车轮廓、具有
运动风格的侧翼以及流畅的车顶
线条，凸显了一款纯正保时捷的
特色。新车长 5049mm（增加
34mm）、宽1937mm（增加6mm）、
高1423mm（增加5mm），轴距增加
30mm，达到2950mm。

全新Panamera在低耗油及
低排放，与高功率及高扭矩这两
组相互对立的特性之间实现了
完美平衡。全新设计的V6和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带来更为澎
湃的动力和更高的燃油经济
性。全新Panamera 4S搭载2.9
升 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输出功率为440hp，峰值扭矩为
550N·m。仅需 4.4 秒即可从静
止加速至 100km/h（搭配 Sport
Chrono 组件后仅需 4.2 秒），最
高时速达289 km/h。全新Pan-
amera Turbo搭载4.0升V8双涡
轮增压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为
550hp，峰值扭矩为770N·m。该
车从静止加速至 100km/h 只需
3.8秒；配备Sport Chrono组件
后，百公里加速时间可缩短至
3.6 秒，最高时速可达 306 km/
h。另外，这台4.0升 V8发动机
在部分负荷运转时，系统可将8
缸临时调整为4缸模式。此外，
首次配备的全新8速保时捷双
离合器变速箱（PDK II）可提供
不间断的动力传输，同时有效降
低油耗。

7年前，保时捷在上海正式
推出了Panamera车型，并通过它
成功打入运动型四门豪华轿车
的细分市场。迄今，已有超过15
万台车销往世界各地，其中本土
市场的总销量超过46000台，占
全球总销量28％以上，从而使得
中国成为保时捷Panamera目前
为止最大的单一市场。

全新Panamera
亚洲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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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 ，“ 驭 见 新
‘先’——东风标致4008媒体试
驾会”正式开启。作为东风标
致进入中级SUV市场的首款车
型，东风标致 4008 自今年 9 月
亮相以来，凭借充满运动感的
创新设计、多重感官系统和强
劲动力、引领时代的前瞻科技
配置，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此次试驾，这款集“先见设
计”、“先觉体验”、“先锋科技”
三大优势于一身的“高端智能
欧系SUV”，一路途经丽江、香格
里拉，在214线这条被称为中国
最美的国道上，穿越或宽阔平
坦或蜿蜒曲折的路段，让东风
标致4008的产品优势发挥得淋
漓尽致的同时，将一众美景尽
收眼底。

“T+G”黄金操控组合
珠联璧合演绎驾驭激情

动力方面，东风标致4008
搭载350THP发动机、380THP发
动机，根据神龙公司“E动战略”
第二阶段“PureTech”新尾标命
名规则，分别代表1.6THP涡轮

增压直喷发动机、1.8THP 涡轮
增压直喷发动机。

其中，1.6THP 发动机连续
八年获得“国际年度最佳发动
机”大奖，通过在东风标致其他
车型上的搭载，拥有良好的市
场口碑，是名副其实的明星发
动机；而1.8THP发动机则拥有
更为强劲的动力表现，最大功
率高达150KW，最大输出扭矩高
达280N·m，性能可以媲美众多
主流的2.0T发动机。借助神龙
公 司“E 动 战 略 ”第 二 阶 段

“PureTech”的实施，实现了更高
效、更经济、更环保的产品优
势，用纯熟领先的技术，为客户
带来更加纯粹的驾乘体验和纯
净环境。

在专业试驾场地中，设有
沙地、泥地、涉水路、涉坡路等
不同路段，得益于东风标致
4008 所 配 备 的 增 强 型 Grip
Control多路况适应系统，应对
复杂路况轻松自如。除了五种
驾驶模式，该系统还配备了HDC
坡道缓降功能，驾驶者可针对
不同路面，对车辆的牵引力及
轮胎附着力进行电子控制，保
证车辆安全平稳运行。

ADAS智能辅助
唯我座舱越级享受

全面搭载了ADAS智能驾驶
辅助系统的东风标致4008，自
带跟停功能的自适应巡航系
统，不仅会对前车速度进行实
时跟踪，跟踪其加速、减速、停
车以及重新启动，同时，可以根
据预设好的车速行驶。

东风标致 4008 自亮相以
来，便凭借标致全球新一代设
计风格，吸睛无数。以超人体
工程学为理念设计的第二代
i-Cockpit唯我座舱，追求的不
仅仅是驾驶者本人的感受，同
时还兼顾到车内每一个“我”，

同时依托同级领先的 2730mm
超长轴距，在前排座椅保持不
变的情况下，后排乘坐无论头
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都是绝对
充足。

东风标致4008不仅配备了
多项同级独有的功能和系统，
更是将细节做到极致。极具设
计感的钢琴式按键、充满运动
风格的小直径赛车式双辐方向
盘、高端音响制造商 FOCAL®的
高保真音响，以及极少数豪华
车上才有的车内香氛系统，都
不同程度的将枯燥驾驶变为一
种全感官享受。

据悉，东风标致4008于11
月16日正式上市。

驭见新“先”
——试驾东风标致4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