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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首个“黑客马
拉松”在沪开赛

青年报 程元辉

3月11日，主题为“超级账
本引领业务创新，商业网络链接
产业未来”的超级账本项目黑客
马拉松大赛在上海万达瑞华酒
店隆重启动。此次活动由同为
超级账本董事会成员的万达网
络科技集团和 IBM，以及 Linux
基金会联合举办，汇集了包括超
级账本中国区成员公司在内的
世界顶尖的区块链技术爱好者
前来参与。他们将通过此次比
赛交流创意和技术，共同推进区
块链技术的研究、发展和落地。

根据比赛规则，参赛团队需
在规定时间内现场完成产品的
策划和开发并当场演示，最后由
业界权威专家、大型知名企业
CTO、国际风投机构合伙人联合
组成的豪华权威评审团队根据
创新性、实用性及完成度等来评
分。比赛结果将于3月12日晚
正式揭晓，获胜者们将赢取超级
大奖——共计20万元的现金奖
金和总价值百万的云服务。

作为赛事的主办方之一，万
达网络科技集团还将联合天安
互联网金交所发布万达区块链
交易所平台，联合百望股份发布
万达E账通无纸化财税票区块
链平台，向全球展现中国区块链
领域的研发潜力和创新实力。
在同日举办的区块链高峰论坛
上，万达网络科技集团还诚邀了
微软、亚马逊、Gartner等合作伙
伴做区块链的技术分享，并向广
大创业者们做关于区块链领域
的孵化和创业扶持政策介绍。
中证金融研究院、中南集团、金
证股份等国内知名企业也将在
论坛上介绍区块链技术与海量
业务结合的落地场景。

青年报 孙臣

全新奥迪A4L的上市让A4
衍生车型的更迭成了一个自然
而然的事情。所以全新奥迪
A4 allroad Quattro（以下简称
A4 allroad）来了，而至于价格
分两个版本（时尚型：42.38 万
元、运动型：46.88万元）。这是
一个小众的选择，但这更是一
个有品质的选择。

由于奥迪A4这次是全新的
换代，所以对A4 allroad来说也
是脱胎换骨的改变。全新的外
形、内饰设计和全新的动力总
成和更聪明的 quattro 全时四
驱系统。Allroad的意义并不是
像硬派越野车那样以走烂路为
欢乐，allroad更多的意义是结
合的SUV的通过性和旅行车的
操控与后备箱空间。让你的生
活半径更大一点，慢慢的你也
会有一个更热爱生活的心。

外形：
时尚、犀利感成为新风尚

在设计上A4 allroad与全
的A4L基本上保持一致，只有在
一些细节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个
性。而那些细节上的与众不同
则体现在跨界的风格上。

第一眼看上去，A4 allroad
更像一个高级别跨界车，它比
普通版A4更宽更长，作为纯进
口的车型，价格比同马力国产

A4L起步价高两万左右，作为一
种生活品质的象征，全新设计
的外观更加时尚，钻石切割般
的线条充满力量感，A4 allroad
怎么看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前脸的六边形进气格栅是
家族风格设计，银色的下护板和
银色的镀铬饰条点缀让A4 all-
road更显档次，加上配备LED远
近光大灯，前脸更加犀利。精致
的allroad和quattro的标致，配
上这独一无二的外形，辨识度超
高，作为一台含金量超高的中级
车，生活不再只是两点一线。

内饰：
追求科技和精致感

在设计风格上 A4 allroad
和全新A4L是一样的，从头到尾
的全新设计。而我坐入车内的
第一感觉是精致，这一点从触手
可及的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得到。

无论是中控还是仪表盘都
充满科技感，液晶显示屏集成
了车辆所有信息。银色拉丝面
板装饰的很有年轻范儿和运动
感，环抱式的车舱设计也凸显
了奥迪的细心。

中央扶手设计的还算实
用，装一些平时的杂物空间很
够用，里面还配备了两个USB接
口和一个AUX接口，点烟器也被
放进扶手箱内。

座椅方面，虽然包裹性不
强，但舒适性增加不少，尤其是

腰部支撑很到位，为长途驾驶
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一点。

空间感上，A4 allroad的两
厢设计让乘坐空间也显得富裕
了不少，后备箱面积比普通A4
甚至是A4L都要实用更多，它真
是居家旅行必备车型之一。

驾驶：
2.0T发动机稳狠兼备

A4 allroad 初上手的感觉
还是那么的奥迪，动力的响应
很轻松，打方向需要的力度也
很轻柔，完全属于轻轻松松的
范畴。在这样的环境下不知不
觉你就开得很快了。

第三代代号 EA888 的 2.0T
发动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只是相比于上一代车型，发动
机的运转特性进一步都到了提
升，给你带来一种更迅猛的动

力输出和更充沛的动力体验。
尤其是配备着奥迪全新四

驱系统，轻松驾驭易如反掌，在
普通模式下经济实用，发动机
与变速箱匹配平顺，行驶在路
面几乎听不到发动机声，油耗
只有8L/百公里；当你想要激情
时，只需要把档位切换到运动
模式，油门的响应和车辆的加
速都会上升两个档位。

考虑到它的用途，居家和
旅行兼备，动力可多重变换，燃
油经济性也得到了很好的协
调，如果不把A4 allroad和同级
别轿车作比较，它确实是一台
舒适性和操控性兼备的车型，
只是车身长度与造型并不是中
国消费者普遍的审美，但作为
个性化需求而言，在众多旅行
版车型里，A4 allroad目前是首
屈一指，爱生活就跟它走吧！

青年报 程元辉

3月11日，车王认证二手
车超市上海浦东店升级再启
航。届时，车王“寻找腹黑车”
活动也正式启动，可谓是双喜
临门。浦东店作为车王认证二
手车超市1号直营店，其实已有
4年的门店历史了，也已累计销
售近万台，但是为了让客户拥
有更好的购车体验，浦东门店
进行了硬件升级、服务升级、车
型升级，立志为广大客户带来
更加专业和一流的服务。目
前，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已在
全国范围拥有22家门店，总经
营面积已超过20万平方米，可
提供3000多台在库车辆供消费
者选择，大型的室内综合立体
化展厅容纳了平均单店约300
台左右的在售车辆，给消费者
更多选择。

寻找腹黑车 可获万元奖金
在本次开业仪式现场，车

王认证二手车超市首席运营官
汤征峰先生进行了致辞。他指
出，车王是一个创造诚信而令
人喜悦的二手车服务平台，只
提供高品质、价格公平的二手
车产品，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
评。在提及“腹黑车”这一概念
时，汤总说，“车王针对消费者
对二手车的顾虑，所以才次推
出‘寻找腹黑车’的活动，就是
教消费者如何准确辨认结构性

损伤车、泡水车、火烧车或者法
律上不合法等有问题的车辆，
帮助消费者维护自己的自身权
益。”此次，车王还邀请了形象
代言人、著名赛车手韩寒，与大
家一起寻找“腹黑车”，只要在
车王门店找到一辆腹黑车，就
能得到一万元现金奖励，且金
额累加不限，可谓诚意十足。

245项质检标准 杜绝腹黑车
车王是如何严格把控质量

的？车王认证二手车检测总监
房恒军缓缓道来，“每一辆进入
车王平台的二手车都要经过
245项检测、232项认证及PDI检
查，杜绝结构性损伤车及尽可
能规避调表车辆。在定价上，
车王秉承公开、透明的经营理
念，车王承诺提供安全、可靠、
放心的认证二手车，所有出售
的二手车都是符合6年以内12
万公里以下的标准，保证所销
售的二手车都绝不是腹黑车。”
房恒军先生还在发言中透露，
全程有保障的优质服务为车王
积攒了大量的好口碑，在车王
的成交量中，超过三分之一的
份额来自客户的口碑推荐。

“解决行业痛点，是创办车
王的初衷。”董事长兼CEO李海
超解答了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
的创办初衷，也针对目前行业
现状进行了分析。“单纯的二手
车线上平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行业的痛点，即客户最关心的

价格及车况。而解决行业痛
点，也是创办车王的初衷，从每
一个细节用心经营车王。从业
务流程的设计到内部系统的开
发，每一个环节都亲自参与，就
是希望能让客户买卖放心二手
车！”他指出，伴随着日益复杂
和波动的市场环境，车王认证
二手车超市追求稳定的、抗波
动性增长，在品牌和质量方面
保持细分市场的领导地位，以
质量和新增长点推进可持续地
发展。

当问及车王未来的发展规
划时，李海超先生则谦逊地表
示：“很难把具体数字和最终的
一个事件当成成功的标准或者
目标，目前，车王更多的还是要
一步一个脚印，认认真真做

事。虽然这个过程可能是漫长
的，但我们相信，未来世俗认为
的成功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接下来的3年里，其实车王
也没有很大的宏伟蓝图，我们
还是要初心不变，脚踏实地，将
规模继续扩大至3-5倍，为中国
更多城市更多消费者提供放心
二手车！”

最近几年，车王认证二手
车超市发展逐步稳健，通过线
上平台结合线下实体实现二手
车收购、整备、销售和售后一站
式的“超市”模式，车王已为上
海、天津、郑州、苏州、保定等二
十多个城市的客户提供高品质
的二手车产品。未来，车王也
将继续发挥王者风范，在行业
内不断前进，起到领头作用。

车王启动“寻找腹黑车”
自我考验二手车信用体系

白领面狂野心 试驾全新奥迪A4 allroad

“小蚂蚁”eQ1
即将上市

青年报 程元辉

近日，从奇瑞新能源获悉，奇
瑞新能源将推出全新一代纯电动
汽车——小蚂蚁（代号为eQ1），
新车定位为纯电动微型车，其最
大续航里程180km，最高时速为
100km/h，快充时间为0.5-1.5小
时（可调）。小蚂蚁的问世代表了
奇瑞在新能源技术领域和市场理
念的创新突破，树立了新能源汽
车的性能新标杆，开启了中国汽
车“绿色出行”新时代。

据奇瑞新能源内部人士透
露，即将上市的小蚂蚁eQ1拥有
多项领先行业的核心技术优势，
它包括：全球领先的第三代纯电
动技术平台、基于奇瑞全新的技
术平台正向开发的国内首款全
铝车身（“全铝空间架构+全复
合材料外覆盖件”的超级轻量化
技术平台）以及行业领先的智能
互联技术等。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