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果 说 冠 道
370TURBO 已经在
硝烟弥漫的大空间
豪华SUV市场打响
了第一枪，那么冠道
240TURBO 的闪亮
登场无疑进一步丰
富了消费者在排量
上的多元选择。自
此，冠道与雅阁锐混
动的双星组合已经
完成布局，在如今的
中国汽车市场，广汽
本田正在抓住机遇，
向新的高度全力进
发。

广本双星实力搅局 再掀行业风潮

一直以来，对于传统汽油车而
言，油耗和动力一直是不可调和的
矛盾，汽车厂商一直致力于寻求这
对矛盾的最优平衡点。而对于这
个矛盾，广汽本田则用一款车型给
出了自己的答案：雅阁锐混动，一
个兼顾油耗与动力的选择。

如今雅阁锐混动上市已过半
年，取得了漂亮的市场数据。4月，
新雅阁终端销量达12554辆，同比
劲增103.1%，其中，新雅阁锐混动
4月月度发车数与终端销量均突破
1000辆，终端销量1057辆，环比上
涨17.1%，继续稳居中高级轿车混
动车型销量冠军宝座。究竟雅阁
锐混动身上藏着什么秘密，可以获
得如此多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呢？

众所周知，雅阁锐混动一经上
市便吸睛无数，时尚造型和澎湃动
力早就俘获了年轻消费者的芳
心。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雅阁
锐混动不仅动力澎湃，而且油耗
非常低，这款混动车型证明了动

力和油耗可以兼得，二者而不再是
单选题。

说到动力和油耗兼顾，雅阁锐
混动是如何做到的呢？新雅阁锐
混动搭载的i-MMD双电机混合动
力系统由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双
电机、以及高功率锂离子电池构
成。这套系统以电机驱动为主，电
机最大功率达到135kW，能够实现
315N·m的最大扭矩。而最令人吃
惊的是，据媒体测试，雅阁锐混动
一箱油可行驶1500公里，节油表
现可见一斑。

可是仅仅这样就能让年轻人
下决心入手么?广汽本田认为还远
远不够，考虑到年轻消费群体的实
际需求，在今年推出了“24期0利
率贷款”或“日供18.8元起”的金融
政策，并做出了整车“5年或16万
公里”保修、动力电池“十年或二十
万公里”保修，二手车置换享6000
元补贴的承诺，让更多的新锐年轻
人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座驾。

广汽本田全新大型SUV冠
道自上市以来，便以其超越同
侪的尖端产品力造就“技术豪
华”的形象，掀起“大五座”的
SUV狂潮。截止4月底，冠道家
族终端销量达5142辆，自上市
以来（截止至4月30日），冠道
370TURBO与240TURBO累计销
量接近2.2万辆，继续呈供不应
求的火爆销售局面。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
冠道“强大而优雅”的魅力，广
汽本田继车市爆款车型冠道
370TURBO后，推出搭载1.5T动
力 的 冠 道 240TURBO。 冠 道
240TURBO从研发、设计、空间、
配置到动力等方面都极具特
色，正成为年轻、注重生活品质
人群的理想车型。作为广汽本
田的最新旗舰产品，冠道

240TURBO凝聚着广汽本田最
核心的科技和工艺。

“大到逆天”、“超越同级”，这
是年轻的消费者赋予冠道
240TURBO的霸气定位。作为大
型豪华SUV的全新标杆车型，冠道
240TURBO拥有同级别超大车身
尺寸4816 x 1942 x 1669mm，
轴距更是达到2820mm。而同级
别超宽敞的后排空间更是给予用
户空间利用的巨大想象。

除了令人震撼的巨大空
间，冠道240TURBO的动力总成
同样令人惊喜。冠道240TUR-
BO搭配CVT无级变速器，这款
1.5T发动机的动力输出达到
最大功率 142kW/5600rpm，最
大 扭 矩 243N · m/2000-
5000rpm，在冠道240TURBO近
1.8吨的整备质量下，依然可以
纵享自由驰骋的乐趣。

而正是这样爆款的大五座
SUV，价格却非常贴心。冠道
240TURBO 的市场指导价为：
240TURBO CVT精英版22.00万
元 、240TURBO CVT 舒 享 版
24.58万元、240TURBO CVT豪
华 版 25.38 万 元 、240TURBO
CVT尊享版26.38万元。全系
车型将享受“整车三年或十万
公里”免费保修政策。如此豪
华的配置、宽敞的空间，却有着
如 此 亲 民 的 价 格 ，冠 道
240TURBO不愧是大空间SUV市
场的性价比佼佼者。

冠道 大空间SUV市场的引领者

雅阁锐混动 油耗与动力兼顾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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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日产4月
终端销售77174辆

继第一季度取得开门红
之后，东风日产 4 月份再次斩
获 77174 辆的好成绩，同比增
长 5.4%，为全年销量目标的达
成迈出一大步。而刚刚上市
的 全 新 奇 骏 首 月 终 端 销 售
11717辆。

4 月，东风日产终端销售
77174 辆（含进口车），同比增
长 5.4%，创历史同期新高；批发
量 80353 辆（含进口车），同比
增长 10.2%。

在轿车阵营中，全新天籁
终端销售 9730 辆，同比增长
12.3%；“家轿之王”轩逸终端销
售 27240 辆，同比增长 19.8%。
在 SUV 阵营中，新逍客与新奇
骏终端销售再度联袂破万。其
中 ，新 逍 客 终 端 销 售 13508
辆，同比增长高达30.8%。全新
奇骏自4月6日上市以来，就彻
底打破同级车型在单一方面的
局限。

值得一提的是，东风日产
前4月的终端销量大于批发量，
这说明东风日产渠道体系保持
着稳步、健康的状态，也大大增
强了东风日产冲击全年目标的
信心。 青年报 车键

“逸”动山水间
在美丽的山水名城桂林，

东风风行举办“悦青春享自
我”——全新景逸S50全国媒体
试驾活动。笔者驾驶全新景逸
S50从环城北二路出发，通过高
速公路、颠簸路段、多弯道路等
路况的试驾，驶往阳朔。一路
上，全新景逸S50像一个诗意的
精灵，自由穿梭在桂林的山水
之间，让记者充分领略到它的
高颜值、高品质和高可靠。

“作为东风风行为80后、90
后年轻消费者匠心打造的轿车精
品，全新景逸S50以‘新生代悦享
中级车’的产品定位和‘悦心悦目
悦享驾乘’的产品主张，致力于为
更加年轻、追求经济时尚、注重
品质的消费者提供全方位、高质
感的用车体验。”东风柳州汽车
有限公司乘用车销售公司市场

推广部部长颜坚坤介绍道。

“逸”创新风尚
全新景逸S50采用了东风风

行最新的家族式风格，车身比例
和谐流畅。四横幅的进气格栅
与两侧大灯组连体的设计，大量
的横向线条设计拓展了新车的
横向延展性，前脸营造出宽阔的
视觉效果。与老款S50相比，新
款车型尾部变化同样明显，尾箱
盖上沿微微上翘，一条镀铬饰条
将两侧尾灯相连，看上去更加饱
满。尾灯轮廓扁平，内部嵌入镀
铬饰条点缀，刹车灯与示宽灯还
采用了LED光源，集日间行车灯
和远近光灯于一体。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景逸
S50采用了16英寸双色十辐铝
合金轮毂，造型上凸显了运动
气息，在保证整车协调的同时
还带来了一丝动感，对于追求

运动和时尚的年轻人来说，这
样的搭配吸引力十足。

作为性价比之作，全新景
逸 S50 的轴距为 2700mm，车长
也达到了4700mm，这样的参数
在紧凑型轿车中已经算是高配
置了，优势非常明显。

“逸”享新品质
在桂林山水这如诗如画的

美景中，心情也会格外平静。
这份宁静，除了来源于自然，也
与全新景逸S50舒适静谧的车
内氛围密不可分。

走进驾驶舱，笔者发现全新
景逸S50不仅外观时尚大气，在
内饰细节上也颇为讲究。全新
景逸S50采用搪塑工艺全软化贯
通设计的中控台和全新悬浮式
立体座舱，无论是在视觉上还是
在触感上，均得到了大幅提升。

突破性的一体化空调出风

口设计、悬浮式的中央屏幕、分
层式双色内饰格调、平底式动
感三幅多功能真皮方向盘，尽
显年轻动感气质。软性材质仪
表台，集成电子手刹、杯托以及
储物格，在满足储物功能的同
时提升了内饰的品质与科技
感；皮质用料，手感柔软，背靠
带横纹的典型环绕式座椅，打
造最舒适的行车体验。

全新景逸S50在底盘配备
和调教上进行了多项优化与平
衡，与原沃尔沃底盘调校团队
合作，在提升整车操控性能的
同时，打造完美的底盘操稳性
能和舒适性。

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乘
用车技术中心整车部设计师谢
月凤表示，全方位的安全配置，
既可保证从容驾驭，又能保证
安全性。全新景逸S50是东风
风行跨时代的性价比佳作！

全新景逸S50“逸”动山水之间
作为东风风行匠心打造的轿车精品，全新景

逸S50在今年2月已经正式上市，共7款车型，售
价区间6.59万-10.29万元。虽然是中期改款，但
从里到外的变化堪比全新换代，外观、内饰焕然一
新，功能、配置丰富实用。

此外，新车还享受“8年或16万公里”质保政
策，将大大节约用户的维修费用，可以说终身无
忧。 青年报 孙臣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