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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专刊

■资讯

广汽本田9月
销量达67235辆

根据广汽本田方数据显
示，刚刚过去的9月，广汽本田
实现终端销量 67235 辆，同比
增长 3.8%，全系车型销量稳步
攀升。

广汽Honda品牌的缤智9月
终端达到14043辆、新雅阁实现
终端13070辆，其中新雅阁首次
实现月度终端销量超过 2000
辆，冠道(AVANCIER)实现终端销
量9468辆,其他各款车型均持续
热销。广汽 Acura 9 月终端销
量1588台，同比增长40%；1-9
月累计终端销量超过10,000台，
同比增长197%。作为当家花旦
的广汽 Acura 首款国产战略车
型 CDX，1-9 月终端销量超过
9700台，同比增长637%。

据悉，“最潮SUV”缤智9月
终端销量达到 14,043 辆，继续
保持国内中小型SUV市场的领
先角色。9月10日，由广汽本田
联手国际知名数字化艺术团队
teamLab共同打造的2018款缤
智 VEZEL GEEKS PARTY 先锋艺
术盛宴在深圳举行。广汽本田
同 时 宣 布 2018 款 缤 智 1.5L
CVT 科技精英版正式上市，该版
本新增晶钻LED前大灯+光纤式
LED尾灯、定速巡航、Smart En-
try智能无匙进入系统以及一键
式启动功能等多项人性化科技
配置。

作为广汽Honda最重要的旗
舰车型之一，新雅阁9月终端销
量13070辆，环比增长22.5%。为
让公众更直观感受新雅阁锐混
动的技术实力，凭借兼具绿色
环保与科技魅力的产品实力，
新雅锐混动9月实现终端销量
2050辆。

截至目前，新雅阁锐混动
年度终端销量累计突破 10000
辆大关，稳居国内中高级轿车
混动车型销量冠军。

9月，冠道240TURBO和冠道
370TURBO 合计实现终端销量
9468辆，环比增长18.2%。为了
让百万人感受冠道 240TUBRO

“强大而优雅”的尖端魅力，广
汽 本 田 开 启 了“1 MILLION
POWER DRIVE”冠道劲速联城试
驾活动，满载的冠道 240TURBO
成功挑战令人生畏的45%极限
坡，以超乎想象的爬坡能力媲
美硬派SUV，重新定义大型都市
SUV的极限。 青年报 车键

丰富座椅选择
“零元升舱”7座

此次上市的全新途安 L
2018款，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
座椅选择。自280TSI自动风尚
版起标配7座，让消费者轻松实
现“零元升舱”。其中，舒雅版、
豪华版车型更可选装6座，呈现
更多生活形态的可能。

全新途安L 6座、7座车型，
以人性化设计优化了空间使用
率。第二排特有的Easy entry
便利进入功能，可轻松实现一
键向前翻折并滑动第二排座
椅，使进出第三排更为便捷。
部分7座车型除主驾驶席外，所
有座椅均可独立翻折，翻折后
的座椅可形成一个完整的平
面，构建出一个贯穿整个车身
的超大行李箱空间。

6座版车型带来的2+2+2
座椅布局，使第二排乘客得到
了更宽敞的横向空间，且座椅

位置前后可调；其乘坐舒适度
也因特别配备的高度可调扶手
而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得益于
座椅中央的通道，第三排乘客
的进出更为方便。

后备厢大空间同样是全新
途安L的一大亮点，其5座车型
后备厢常规容积为436升；在后
排座椅翻折后，容积可进一步
扩大至1857升。

实用配置大升级
出行安全乐无虞

除风尚版外，全新途安 L
2018 款其余车型均升级搭载
MIB 二代 Standard 导航多媒体
娱乐终端，它集成 Apple Car-
Play、CarLife 和 MirrorLink 手
机映射功能，可以通过8英寸屏
幕实现人机友好交互；高保真
立体声扬声器则能带孩子进入
高品质的音乐乐园。而全景电
动天窗、定速巡航功能、RVC倒
车影像、前后8探头泊车雷达等

实用配置，自舒适版起即已搭
载，为驾驶操作带来便捷体验。

与此同时，舒雅版车型不
仅配备全新造型的17寸铝合金
轮毂，时尚大气；更增配了KES-
SY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系统，
省去了解锁开门、启动车辆的
繁琐。

此外，全新途安Ｌ搭载同
级领先的智能电动尾门，带有
记忆功能，车主可自行设置合
适的开启高度，让日常使用一
步到位；全景电动天窗不仅为
乘坐的孩童带来更多乐趣，其
贴心的防夹功能还可防止意外
伤害，多一重保障；后排小桌板
和USB充电接口为后排乘客带
来更多便利。

入门车型更实惠
全系标配显价值

全新途安 L 2018 款新增
1.6L入门版车型，搭配5速手动
变速箱，起步价低至 14.58 万
元，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实惠
的选择。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全新
途安 L 2018 款全系配备全新
ESP 车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
RKA+胎压检测系统、EPS车速感
应式电子动力转向系统等驾控
辅助科技，无论是日常出行与
接送孩子，还是在节假日带上
全家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全新途安L都能带来更舒心
的用车体验。

青年报 程元辉

“无运动，不MG”作为一个
拥有近百年历史的汽车品牌，
MG自诞生起，便将运动之魂注
入血脉当中，为每个时代的年
轻人打造广受欢迎的性能座
驾，始终引领潮流风向。迈入
21世纪，深耕运动家轿领域的
MG名爵，用澎湃时尚的潮车为
年轻人缔造梦想，而随着全新
名爵6的上市在即，一场全新的

“红色潮流”即将动感来袭。

璀璨“名爵红”激情亮相
作为上汽“感性力”概念车

MG E- motion 的首款量产车
型，上汽全新名爵 6 则近乎完
美地演绎了个中美感。欧系跑
车线条与精致形面的质感结
合，流光溢彩间，体现了全新名
爵 6 对 MG 经典跑车 MG A 的精
神传承；来源于火焰光影的经
典“名爵红”，用充满能量的澎
湃视感，将MG宝贵的品牌历史
资产全新演绎，彰显了设计团
队对于中国消费者的深刻理解
和诚意满足。

整体比例上，全新名爵6诠
释了跃动的高级感。源自豪华
跑车的经典掀背设计，注入了
符合这一代年轻人审美的蓄势
后坐姿态，以下压的车头、修长
流畅的外轮廓、向后拉伸的肩
线，清晰勾勒出整车筋骨，在展
现从容扎实动感品质的同时，
保证了舒适的乘坐空间，全新
演绎MG的赛道激情。值得一提
的是，全新名爵 6 以同级最宽
1848mm 车身、超长 2715mm 轴
距打造的驾驭空间，将让驾乘

自由舒适。
前脸细节上，全新名爵6采

用面积更大的“星辉骑盾”格
栅，与伦敦眼大灯组成极具识
别度的品牌标识，点阵装饰的
耀眼星斑环绕 MG 徽标绽放而
出，以极富层次与张力的视觉
效果，隐喻“唯我独有”的历史
深度。形面处理则简洁完整、
落差丰富，光影得以在曲面上
如流水般自然流动，让整车拥
有性感迷人的感性气质。感性
曲面、豹跃肩线携手勾勒的侧
面线条，让全新名爵6在体量饱
满的同时，挺拔的筋骨隐现其
中，带来有力而不臃肿的灵动
气息。

质感内饰升级驾驭品质
至美于外而内秀于心。内

饰方面，全新名爵6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骑士”符号，并融合其
永不停息的运动精神，展现出
专属的驾驭情怀与血脉偾张的
速度激情。“名爵红”的融入，带
来时尚流行的运动风设计元
素；而在暗黑色调中大胆加入
大面积红色软材质包覆，更是
以强烈的撞色对比突显张扬个
性，带来更为充溢的高级质感。

中控设计略偏向驾驶员的
专属驾驶座舱，营造出操作界
面在视觉上连成一体的强烈包
覆感；全新的10.1英寸高清触
控电容屏作为点睛之笔，打造
紧凑清晰的人机界面和更为直
接的操控感受。由于整合了IPS
广视角、广色域显示、全贴合低
反光率、Multi-Touch多点触控
等技术，这块超大中控屏具备

了170度可视角度、反光率较空
气贴合减少20%等优势，太阳直
射时依然清晰可读，带来精美
细腻、色彩真实的视感和行云
流水的触控体验。

除了让年轻人震撼的设
计，全新名爵6还率先搭载互联
网汽车斑马智行2.0，为车主们
提供“赖以生存”的互联网空
气。同时，全新名爵6搭载上汽

“世界级”蓝芯高效动力科技，
配备 SGE 20T 发动机，最大功
率高达169马力，峰值扭矩250
牛o米，匹配TST 7速自动变速
器，以领先同级的性能表现，
为消费者打造酣畅淋漓的加速
体验。此外，全新名爵6底盘
经国际专业团队调校，将提供
极致的操控体验，驾驶品质超
越同级。

运动王者全新名爵6荣耀归来

全新途安L 2018款为摩登家庭焕新而来
近日，上汽大众全新途安L 2018款上市，提

供1.6L、280 TSI（1.4TSI）、330 TSI（1.8TSI）三
种动力选择，共7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4.58万
元-23.08万元。 青年报 程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