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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程元辉

日前，由 Polo 独家冠名播
出的国内首档明星幕后微纪录
片《新青年》正在线上热播。据
悉，节目自7月中旬上线以来，
播放量已超过2000万次，受到
了年轻观众们的热情追捧，也带
动微博话题#Polo站自己#近亿
次的阅读量。

本季《新青年》将邀请6位
新生代一线明星，每期与一位嘉
宾互动访谈，分享他们“站自己”
的人生态度，也传递出与 Polo
新青年高度契合的品牌精神。
这档节目向年轻观众传播了娱
乐文化的正能量，正如 Polo 一
直以来都是年轻消费者的优质
选择。凭借高端品质与扎实口
碑，Polo已经获得近185万用户
的认可，稳居合资A0级车市占
有率第一的宝座。

目前播出的李易峰、迪丽
热巴两期节目，引起热烈的收
视反响。节目中，两位颜值、流
量双双在线的当红明星坦言，
人生不该是道单选题，坚持做
喜欢的事情就会开心享受。自

己定义自己是“新青年”的时代
风尚，有想法、有态度的优质偶
像也正在影响着更多年轻人，激
活其蓬勃朝气与昂扬精神。作
为一款A0级精品座驾，Polo入
华16年，始终关注着升级的消
费需求，以不断革新的产品力焕
发勃勃生机，彰显同级车市的领
袖气质。今年5月，Polo推出5
款1.5L车型，令全系车型更高
效、更安全，提升了产品的性价
比和品牌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Polo坚守在洞察
青年态度的前线，推广“年轻、时
尚、动感”的品牌内涵。自2014
年推出“新青年”的品牌口号以
来，Polo先后投入到CTCC中国
房车锦标赛、邀请韩寒代言并赞
助其电影作品《后会无期》、支持
孟京辉话剧《恋爱的犀牛》高校
巡演、在上海地铁站设计镜面互
动鼓励年轻人“站自己”等，把握
青春能量的脉搏，与年轻消费群
体共鸣。

年轻的意义，任由自己创
造。此次大众 Polo 赞助《新青
年》，犹如两股青春风暴的聚合，
号召年轻一代勇于“站自己”。

青年报 车键

8 月 5 日，TNGA 家族首款
SUV车型广汽丰田C-HR正式到
店上市，新车搭载全新研发的
TNGA 2.0L Dynamic Force En-
gine 发动机，匹配全新 Direct
Shift-CVT变速箱，基本版四款
车型市场建议指导价为14.48
万-17.98万元；为响应顾客多
样化需求，特别推出两款C-HR
特装版车型，市场建议指导价为
15.98万-16.98万元；另推出店
头加装特别版，市场建议指导价
为14.78万-15.68万元。

“双”料全面越级
重新定义SUV潮流

凭借对概念车高度还原，
C-HR的SEXY DIAMOND风格颜值
爆表，双色车身、双尾翼设计、
双空间座舱、双区恒温双循环
空调等潮流炫酷设计吸人眼
球；同时，C-HR搭载全新研发的
TNGA高热效率2.0L双喷射双循

环发动机、全球首创齿轮钢带双
传动CVT变速箱、双叉臂式后悬
架等，缔造车随心动的驾控性
能，使得C-HR在驾趣上备受瞩
目；而在安全上，C-HR也拥有全
时响应的越级智能安全主被动
配置，包括双前防撞梁、双后门
防撞梁、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全系统(丰田规避碰撞辅
助套装)，以及全系标配10空气
囊等。

潮流新物种已上架
“贷”你年轻新玩法

为回应年轻市场对C-HR的
热捧，广汽丰田为C-HR量身定
制“C-HR贷你轻松做潮人”专属
金融政策，其中包括日供20元
起、芝麻信用专属礼遇、低首付
20%起、免抵押计划等多种超值
方案。贷款手续及资料提供也
更简化、便捷，仅需提供身份证、
驾驶证、芝麻信用分等资料，在
丰云惠个人中心，点击“金融贷
款申请”即可提交贷款申请。

另外，广汽丰田的顾客服务
新玩法也领潮而来，除了到店预
订，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官方商城
等线上渠道进行在线预订，及时
追踪订单，生产、运输、到店和交车
信息，全过程将实现透明化体验，
自发布后便广受年轻一族青睐。

匠心品质基因
树立独特价值高地

C-HR潮流的起点广汽丰田，
多年坚持贯彻“自働化”“自工序
完结”“JIT”等丰田先进生产理
念，坚持淬炼“匠心质造”功力，已
连续三年全部生产线获“零缺陷
率”评价，是唯一达成此成就的丰
田海外事业体。广汽丰田匠心
品质基因为 C-HR 奠定品质基
石。另一方面，作为广汽丰田
TNGA家族第二款车型，C-HR更
加得益于广汽丰田在第八代凯
美瑞上积累的TNGA生产经验。

如今，随着C-HR的到店上
市，这款“潮流新物种”将为更多
消费者带来越级价值新体验。

青年报 孙臣

根据奥迪全球官网公布的
销量数据，6月份，奥迪全球销量
达164000辆，较去年同期的强
劲业绩下滑3.8%。今年上半年，
奥迪全球累计交付量达949300
辆，较去年同期上涨4.5%。

全球销量创新高
中国地区增幅最大

在美国，奥迪6月份新车销
量与去年同期大致持平，共售出
1.94万辆，微增0.3%。上半年，
奥迪累计交付量达10.8万辆，较
去年同期上涨4.8%。从整个北
美市场来看，奥迪6月销量较去
年同期微降0.5%。不过，奥迪新
车交付量保持强劲增长，共售出
13.5万辆汽车，增幅为5.3%。

在中国，今年上半年奥迪累
计交付量达30.65万辆，同比劲
增 20.3%。6 月份，由于中国宣
布对部分汽车和零部件降低关
税，奥迪共售出4.8万辆新车，
较去年同期下降 7.2%。奥迪
A4L 的销量实现了大幅增长
(29.1%)，共售出1.27万辆。自
年初以来，奥迪A4L车型销量较
去年同期飞涨 65.1%，共售出

7.47万辆，成为迄今为止在中国
最畅销的车型。

在欧洲市场，奥迪6月份新
车销量较去年同期略降1.8%，
共售出7.87万辆，上半年累计
交付量达43.9万辆，同比下降
4.2%。奥迪新推出的A7和A8车
型在上半年均实现了强劲增长，
涨幅分别高达41.7%和 21.3%；
奥迪新款A6轿车即将上市，新
款A6 Avant也将于夏末在欧洲
推出。

不过，即将来到中国市场的
奥迪Q2车型已然成为了奥迪在
欧洲销量的新增长点。今年上
半年，奥迪 Q2 累计交付量达
4.6万辆，较去年同期实现7.8%
增幅。

营收增长与挑战并存
据奥迪公布的财报显示，从

1月到6月，奥迪向客户交付了
94.9万辆新车（2017年：90.8万
辆）。得益于亚洲和北美交付
量增长，核心品牌奥迪全球交
付量增加了4.5%。奥迪集团上
半年营业收入增长 3.9%，达
311.83 亿 欧 元（2017 年 ：
300.11亿欧元）；营业利润增长
3.0%，达27.61亿欧元（2017年：

26.80 亿欧元），销售回报率达
到 8.9%，与去年上半年一样。
营业利润不包括中国合资企业
的营收，奥迪上半年在中国交
付量增幅最大。

但是由于下半年欧盟要实
施新WLTP测试循坏，而且奥迪
将迎来史上最全面的车型换代，
下半年客户交付量将受到影响。

奥迪临时首席执行官兼市
场营销董事会成员Bram Schot
表示，“尽管形势艰难，奥迪上半
年销量依然实现了增长，利润回
报也实现了增长，而这得益于亚
洲和北美市场的强劲表现。下
半年，我们将生产更多车型，并
推出首款纯电动车型e-rton，因
此下半年将非常具有挑战性。”

目前，奥迪股份公司的财务
状况非常健康，而且受到年初启
动的集团转型计划的大力支
持。到2022年，转型计划有望
实现总收入为100亿欧元的正
回报，并将资源优先分配给“奥
迪·突破科技·2025”重点品牌
战略的关键创新领域。今年年
中，奥迪已经在其转型计划背景
下采取了第一批措施，将给全年
营业利润增加5亿多欧元，并将
继续全面实施该计划。

青年报 程元辉

8月2日，沃尔沃全新XC40
正式上市，共推出“T4四驱”“T5
四驱运动”两种动力配置的四款
进口车型，售价 32.18 万元至
39.88万元。

作为一款纯正SUV，沃尔沃
全新 XC40 具备出众的硬朗气
质，拥有 4,425mm x 1,863mm
x 1,652mm 的 超 宽 车 身 和
211mm 离地间隙,搭配最大 20
英寸铝合金轮毂，营造出充满力
量的动感之势。

远程共享用车是全新XC40
同级首创的汽车互联功能。无
论你或你的家人朋友身处何地，
只需通过手机上的 Volvo On
Call随车管家APP，便可将用车
权限发送给他们。

全新XC40的Sensus智能车
载交互系统，搭配12.3英寸液
晶智能数字仪表盘与9英寸触
控式中控屏，结合苹果Carplay、
手机无线充电等功能，为车主带

来领先、便利的移动互联体验。
音响系统采用Air Woofer技术，
创新性地将前置低音扬声器的
位置转移至挡风玻璃下，有效增
强低频声量，提供强劲、动感的
音乐享受。

全系标配City Safety城市
安全系统、LKA车道保持辅助、
对向车辆智能避让，并配备包括
BLIS智能盲点信息系统、CTA倒
车车侧警示、追尾预防性保护在
内的全方位智能护航系统等安
全科技。

广受赞誉的 Drive-E E 驱
智能科技配合 8 速自动变速
器，为沃尔沃全新 XC40 带来
充沛强劲且平顺稳定的动力
表现。

全新XC40的高车身在为驾
驶者带来较高坐姿和良好视野
同时，也提供了优秀的车辆通过
性，智能四驱系统以及5种驾驶
模式可轻松适应各种地形，无论
城市道路还是越野路况，驾驶者
都可随心掌控、畅享从容。

广汽丰田C-HR：“双”料全面越级

奥迪在华销量增长超两成
2018上半年全球销量增长4.5%

沃尔沃全新XC40上市

创造年轻的意义
Polo独家冠名播出《新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