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青年节刚刚过去，而
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精神依然清
晰。放眼当下，当代新青年，他
们自信独特更富有创造力，他们
追求生活品质也兼具社会担当，
他们饱有爱心也关注与探索自
我存在的意义。他们的身上透
出一股年轻的正能量，这是新青
年的精神，这也是Polo所认同的
精神，跨出去，去创造和追逐属
于自己的生活与梦想。

精准沟通投"TA"所好
15年来，Polo坚持高品质，

并与时俱进，不断自我革新。
2002年，中国轿车正处在向以
普通家庭消费者为主的结构性
转变时期。为了让国内消费者
享受高技术水准下诞生的高质
量产品，第四代Polo 在中国的
问世，几乎与国际市场同步。

“为生产POLO第四代，上海
大众投入了34亿元，建立了一
个全新的工厂，采用柔性化生
产技术。能够混线生产POLO系

列的多种车型；他们采用激光
焊接和焊接机器人，确保焊接
的精确控制；车身选用双面镀
锌钢板，还采用了空腔注蜡技
术，可以确保整车12年防腐；所
有这一切消费者看不见的投
入，只是为了让老百姓在市场
上多一种享有世界高水平的选
择。”——《车记亲历·轿车中国
30年》

另一方面，Polo前瞻把握年
轻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如今
Polo 家族的 3 款产品：时尚的
Polo、跨界的Cross Polo、动感的
Polo GTI，结合不同配置共计9
款车型，为消费者带来了丰富
的 选 择 。 Polo 家 族 还 提 供
1.4L、1.6L 与 280TSI（1.4T）三
种动力，兼顾激扬动力和油耗
经济性，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
此外，Polo家族车型还拥有胎压
检测、静态弯道辅助照明系统
等与时俱进的装备，充分满足
年轻消费者对科技的追求。

不仅具备良好品质，Polo更

懂得跟消费者保持良好沟通。
2003年上汽大众将Polo杯引入
国内，让不少发烧友深度体验
赛车的乐趣。以Polo、Polo GTI
等为原型的赛车还曾征战全国
拉力锦标赛及 CTCC 等多项赛
事，与车队、车手们默契配合助
其屡夺桂冠。此外，不论是Polo
与WTA上海站网球公开赛、百事
群音、草莓音乐节等活动的携
手合作，还是Cross Polo在周杰
伦主演的电影《大灌篮》及在韩
寒执导《后会无期》中的精彩

“跨界”，都直击年轻人群的最
新关注热点，更有力的传达了
Polo“年轻、时尚、动感”的品牌
内涵。

Polo对车主来说意味着？
“人车合一”大概是驾驶者

的最高境界，车因为驾驶者有
了性格，Polo也因为车主们而更
加鲜活。虽然160多万Polo车
主过着不同的人生，但相同的
是信仰年轻的态度。

韩寒，曾驾驶 Polo 赛车问
鼎CTCC超级量产车组年度车手
总冠军，集“作家”、“导演”、“职
业赛车手”多种身份于一身，创
造多维人生，堪称新青年代
表。此外，不仅有Polo 车主驾
驶2011款Polo 1.4L手动版车
型完成了全程9000多公里的滇
川青藏线探索之旅，收获沿途
迷人的风景及心灵的感悟；也
有Polo 车主，放弃国企优异待
遇，转而追求自己的改装梦。
还有更多Polo 车主，他们抛开
定式、不断突破自己。

15年来，Polo陪伴着一批又
一批新青年一次又一次地勇敢
出发，敢于向陈规、应该、曾经说
不，以开放的心态积极面对一
切，极尽全力开创全新未来、创
造自己的意义。它已然成为
160多万车主成长前进路上的

“同行者”。“恰同学少年，风华
正茂。”未来，Polo将携手更多新
青年们共创精彩生活，续写Polo
与车主的专属青春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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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o上市15年书写“青春纪念册”

荣威ei6有颜有内涵 20万坐拥越级享受

大众汽车宣布
投资研发环保汽车

5月11日，大众汽车集团
正在大力推进移动出行领域的
变革。大众汽车集团CEO穆伦
（Matthias Müller）在汉诺威举
行的集团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

“未来是电动化的。大众汽车集
团期望在2025年前后，能够成
为电动汽车领域的领先者。”目
前，集团全力以赴，力争实现在
该技术领域的突破。与此同时，
集团继续柴油和汽油发动机的
研发工作，致力于不断提升其效
能及环保性能。在本届集团年
度股东大会上，穆伦表明：“在可
预见的未来，传统发动机仍然是
不可或缺的。”约3000名股东出
席此次在汉诺威展览中心举行
的会议。穆伦向各位股东展示
了集团积极处理柴油发动机排
放事件的最新进展，以及集团在

“携手同心-2025战略”指引下，
面向未来移动出行成功转型升
级的表现。此外，大众汽车集团
在 日 内 瓦 车 展 推 出 Sedric
（Self-Driving-Car），成为业界
首个将自动驾驶理念具象到概
念产品的汽车制造商。

穆伦展示集团动力传动系
统战略时表示：“为了能够提供
大批量、价格合理、可持续的移
动出行产品，我们将继续布局完
整的、从传统到纯电动传动系统
的所有类型。”拥有12个品牌的
大众汽车集团正传达出一个清
晰的信号，即大众汽车集团正在
大力推进其在电动汽车领域的
发展。过去五年中，集团已在替
代驱动技术领域累计投入约30
亿欧元，未来五年，这一数字将
提高至三倍。

“到2018年末，大众汽车将
推出超过 10 款全新的电动车
型；到2025年，将会推出30多款
纯电动车型。”集团新成立的位
于萨尔茨基特的卓越中心将整
合集团范围内的电池单元和模
块技术。“此外，我们正在与来自
欧洲和中国电池单元领域的合
作伙伴密切商讨中。大家很快
将会听到关于这方面的更多消
息。”穆伦补充道。

穆伦认为，在可预见的未
来，现代内燃机在行业进程中仍
然重要，“尽管欧六柴油发动机
排放标准是行业热门议题，内燃
机在环保、节能等方面起到的作
用仍然不可或缺。”到2022年，
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内燃机技术
领域累计投资约100亿欧元，对
此，穆伦表示：“内燃机是解决方
案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造成问题
的原因。”他补充道，“诞生至今
已有124年，柴油发动机仍然拥
有足够的发展潜力，我们将进一
步挖掘其潜力。到2020年，传
统发动机的效能和环保性能将
实现10%至15%的提升，将有助
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

青年报 程元辉

青年报 车键

继荣威eRX5成为新能源汽
车“爆款”后，上汽乘势又推出
了“全球首款新能源互联网家
轿”——荣威ei6。

荣威ei6集上汽品质战略和
极致造车工艺打造，荣威ei6自
内而外展现“三擎”高品质产品
的实力和魅力，拥有大气舒展的
外形、人无我有的互联网黑科
技、强大的插电混动系统、优秀
的驾驶品质，不到20万的价格，
带来豪华车的享受，真正令用户

“开的上瘾，用的上瘾”。
如果说“律动设计”的高颜

值是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那
么“智慧”则是荣威ei6最令人
惊艳的地方。荣威ei6搭载了
由上汽集团和阿里巴巴两大集
团联合研发的互联网系统，它
带来的互联网体验可以说在汽
车市场没有对手，带来的便利
体验是方方面面的，从导航、支

付到充电等。
荣威ei6的车载导航很智

能，它的中控大屏的主界面就是
导航地图，界面即导航。不仅如
此，车载支付宝也是荣威ei6互
联网体验的一大亮点，将用车生
活大大简单化。当车驶出酒店
停车场后，大屏就显示车辆已经
自动支付了停车费，并显示了停
车的时间和金额。并且，荣威
ei6也将车主最为关心的充电问
题考虑进来了，“智能推送充电
桩服务”使用户不用再担心充电
问题。很多新能源车主反映，当
车辆需要充电时很难及时找到
充电桩。荣威ei6就能很好的解
决这个痛点，荣威ei6能及时有
效地向用户推送可以使用的充
电桩，免去了找桩焦虑。

不同于很多靠燃油驱动的
混动车，荣威ei6拥有一套“真
正的混动系统”，搭载16T涡轮
增压发动机和EDU智能电驱变
速箱，综合最大功率228马力、

综合最大扭矩622牛米，纯电驾
驶里程53km，最大综合续驶里
程可达705km，百公里综合油耗
低至 1.5L。它由一套电控“大
脑中枢”来控制，绝大部分时间
是纯电驾驶的，但是当你想要
大动力时，它根据你的油门力
度的加深程度，会智能调节发
动机、电动机的介入时机，给你
带来激烈驾驶的乐趣。

荣威 ei6 在配置上也十分
有诚意，搭载了 ACC 自适应巡
航、遥控泊车、旋钮式电子排挡
杆，这些配置是第一次应用在
该级别的车型上，进一步提升
了荣威ei6的质感和豪华感。

此外，荣威ei6还拥有LDWS
车道偏离警告、360°全景倒车
影像等高端配置，全方位保障
用户的安全。

■资讯今年，上汽大众
Polo 迎来上市 15 年。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
的15年间，Polo不断突
破，以优秀的产品品
质、丰富的产品阵容、
领先的保值率与市场
保有量，赢得了160多
万车主的青睐，成为他
们成长发展道路上的

“同行者”。
青年报 程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