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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日前，威马品牌焕新计划正
式发布，向消费者展示了以“人
本科技”为核心的未来品牌战
略，并携手品牌头号实力代言人
萧敬腾先生，以智能科技重新定
义品牌！

同时，威马首款纯电轿车的
量产概念版Maven在本次发布会
惊艳亮相，其NEDC综合续航里程
达到800km，具备L4级别自动驾
驶能力和5G互联技术；“零接触
智能交互纯电 SUV”全新威马
EX5-Z重磅上市，新车共推出三
款 车 型 ，补 贴 后 售 价 区 间 为
14.98万元~19.88万元，用户可

享受“0首付”限时零售金融方案
和3年免费充电权益。

威马EX5-Z采用最新一代高
比能电芯模组，NEDC综合续航里
程最高可达520km。同时动力电
池组配备行业独有的全车热管
理2.0系统，采用外部热源同时
对电池包和座舱进行加热，比常
规热管理节省 20%电量用于续
航，为冬季电车空调蚕食续航问
题提供终极解决方案。

澎湃稳定的动力给驾驶者
更强的信心。威马EX5-Z采用博
格华纳一体化电驱动系统，具备
高功率密度和高电能转化效率

特点，最大功率超过160kW，峰值
扭矩高达315N·m。

为了给用户营造更好的驾
驶体验，威马EX5-Z还配备了性
能与效能兼顾的智能踏板。行
驶过程中，驾驶者可通过只控制
油门踏板深度，来控制加速、匀
速、减速等操作，降低驾驶疲劳，
感受更为顺畅的驾驶体验，最高
还可提升4%续航里程。

威马Maven是威马基于人本
科技推出的首台纯电轿车的量
产概念版，其NEDC综合续航里程
达到800km，具备L4级别自动驾
驶能力和5G互联技术。威马汽
车首席增长官王鑫女士在介绍
时表示，Maven预计将于2021年
实现量产，量产车将最大程度保
留概念车的设计语言及功能特
性。

威马Maven搭载威马第三代
Living Motion三电动能系统，配
合全新高效能、低功耗电机、优
良的风阻系数及车身轻量化技
术 ，可 将 百 公 里 电 耗 控 制 在
14kWh/100km 以内，进一步提升
了续航能力，NEDC综合续航里程
高达800km。自动驾驶方面，威
马 Maven 搭载威马自主研发的
Living Pilot 智行辅助系统，可
实现全速域的L3级别自动驾驶，
特定场景L4级自动驾驶，比如自
动泊车。 程元辉

广汽丰田最新发布, 4月实
现销量63,607台，比去年同期增
长47%，环比增长29%，1—4月累
计销量186,207台，保持高质量
增长态势。

凭借高QDR品质口碑和TN-
GA 先进实力，广汽丰田全线车
型高质量增长。TNGA 家族4月
合计销量 44,153 台，占总体销
量69%，同比增长38%，环比增长
38%；雷凌家族 4 月销量超 2 万
台，同比增长 34%，环比增长
45%；YARiS L家族4月销量超1
万台，同比增长324%，环比增长
14%；双擎混动家族强势扩容，4
月销量同比增长 135%，环比增
长26%。

广汽丰田旗下全新TNGA中
型SUV威兰达自预售以来，就受
到消费者持续关注和期待。4月
25日起，威兰达全面到店上市，4

月销量4,289台，强势助力广汽
丰田高质量增长。截至4月底，
威兰达豪华版及以上中高配车
型订单占比达96%，四驱车型订
单占比达40%，双擎混动订单占
比达28%，其中双擎混动订单中
电子四驱占比达52%，高配车型
更热销。

雷凌家族 4 月销量 20,252
台，同比增长 34%，环比增长
45%。全新换代雷凌豪华版及以
上中高配车型累计销量占比
89%，双擎混动车型累计销量占
比22%，实现高质量热销。作为
TNGA首款中级车，全新换代雷凌
以智能、驾趣、安全三大TNGA新
价值，以及超越同级的高价值配
置，刷新中级车价值观。

TNGA首款SUV C-HR融汇全
球潮牌基因和广汽丰田品质基
因，4月销量4,590台，同比增长

14%，环比增长29%，引领高价值
SUV消费潮流。

基于丰田电动化技术和丰
田 QDR 而 开 发 的 高 品 质 纯 电
SUV——C-HR EV，已于4月22日
正式上市。C-HR EV作为丰田首
款纯电SUV，汇聚了丰田领先的
电动化技术和创新的潮流设计，
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的纯电
汽车消费选择，以及更环保、无
忧的出行体验。

丰田在汽车电动化领域至
今已有二十三年市场积累，深厚
的技术沉淀让C-HR EV具备多项
领先特性，电池经过长年使用后
容量仍能拥有领先行业水平的
高维持率，电机最大功率150kW、
峰值扭矩 300N·m，NEDC 续航里
程为 400km，耗电量最低仅为
13.1kWh/100km，性能达到同级
领先水平。 程元辉

随着疫情影响逐渐减轻，国
内经济逐步恢复，各行各业复工
复产有序进行，汽车市场呈现回
暖态势，但车市竞争格局在疫情
下发生了深刻变化。广汽本田
凭借自身稳健体系实力实现逆
势引领，旗下车型第十代雅阁也
以强大的实力继续在车市寒流
中绽放异彩。

4月，第十代雅阁销量达到
18,912辆，继续引领中高级轿车
市场。销量的回升也有力推动
了车市回暖，增强消费信心。据
统计，第十代雅阁上市两周年来
累计销量已突破 35 万辆，在中
高级轿车市场中继续稳固其标
杆地位。存量竞争时代，雅阁究
竟有何热销秘诀，如此让消费者
偏爱？

第 十 代 雅 阁 拥 有 SPORT
TURBO、SPORT HYBRID 双动力矩
阵，全系共 9 款车型，产品线丰
富。其中，燃油版车型搭载本田
第二代1.5T全新涡轮增压发动
机，260TURBO 版本最大功率达
143kW/5500rpm，最 大 扭 矩 达
260N·m/1600~5000rpm，这两个
数据甚至超越了很多品牌的2.0T
中型轿车动力表现。整车综合
工况油耗低至6.0L/100km，燃油
经济性也更胜一筹。

第十代雅阁锐·混动实力也

不可小觑，它搭载第三代i-MMD
双电机混动系统，热效率从38.9%
提升至 40.6%，百公里油耗降至
4.0L，再配合驱动电机的 135kW
最大功率和315N·m最大扭矩，
可 实 现 综 合 最 大 输 出 功 率
158kW。第三代i-MMD双电机混
动系统可在EV、混动、发动机三
种模式下灵活切换，起步加速十
分迅猛，轻踩油门便能感觉到源
源不断的动力输出，加速感受远
超同级2.0T和3.0L V6发动机。

雅阁锐·混动的技术魅力深
受用户喜爱，2019 年累计销量
42,102辆，同比净增125%，在中
高级混动市场始终占据No.1宝
座。如果仅是产品强大，第十代
雅阁可能还无法获得今天的成
就，深藏在它身后的年轻化基因
也是关键，这也是广汽本田深耕
消费者需求的有力结果。

车键

日前，由吉利集团汽车运动
部与嗨跑赛车合作推出并共同
举办的线上赛事——2020 吉利
缤客超吉联赛ESPORTS电竞体验
营（以下简称电竞体验营）完成
了第一站正赛的比拼，比赛结束
后共产生5名选手晋级到了电竞
体验营总决赛中。

自4月25日开启第一站报名
通道后，短短两天时间150个参
赛名额就已被抢光。为了满足更
多车迷们的参赛需求，电竞体验
营第一站的参赛名额迅速被扩充
至300个。据赛后数据显示，电
竞体验营第一站比赛共计有287
名赛车电竞选手报名。所有选手
在赛道中的总练习圈数达到了两
万五千余圈，其中最快圈速 1:

43.983，服务器前20选手秒差仅
在1秒内，竞争异常激烈。

第一站比赛中，选手们驾驶
的赛车是基于缤越路规车打造
的缤越 GSC Racing。缤越 GSC
Racing是出自吉利BMA模块化架
构的A级SUV，采用1.4T+6MT动
力总成。吉利缤越搭载吉利与
沃尔沃联合研发G-Power260T引
擎，最大功率 130kW，峰值扭矩
255 N·m，动力超过2.5L自然吸
气发动机，可媲美主流2.0T发动
机的动力输出。模拟器中车辆
模型数据及调校根据吉利集团
汽车运动部特调的实际数据制
作，最大程度还原了真车的驾驶
手感与动态表现。

在电竞体验营第一站正赛

上，从练习赛晋级的 20 名选手
体验了和真实专业赛车一样的
比 赛 环 境 、流 程 以 及 规 则 设
置。排位赛开始后，每位车手
都力求稳定发挥为正赛争取好
的发车位。而在正赛中，与专
业真实赛车一样，发车后的第
一个弯道竞争十分激烈，20 名
车手完成第一个弯道时名次发
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但即使是
电竞比赛，每位车手也在追求
成绩的同时避免碰撞以及摩擦
发生，最终在 20 分钟的正赛结
束后诞生出了首批 5 名晋级车
手，这5名车手将与后续5场比
赛中晋级的 25 名选手，以及 2
名复活选手共计32位选手晋级
电竞体验营总决赛。 车键

近日，伴随着一部讲述短跑
冠军成长故事的母亲节温情大
片《I See我想·更懂你》公映，高
能纯电轿跑江淮iC5正式进化上
市，共四款配置车型，补贴后售
价14.99万元~17.59万元。

作为国内最早开启纯电动
汽车产业化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江淮新能源的初心就是开发“更
懂你的车”。可是，想说懂你不
容易。就像电影里讲述的故事
那样，江淮iC5在成为一辆“更懂
你的高能纯电轿跑”的路上，也
经历了无数次打磨、无数次的迭
代优化，今天正式展现给大家。

大空间掀背轿跑、530km 综
合续航，7.6秒破百、蜂窝电池、静
音电机、热泵空调……江淮 iC5
一出场，即出众。如果说过去十
四年，江淮新能源推出的新车型
是在某些领域取得进步的话，那
么今天上市的iC5，则是江淮iEV
平台真正意义上的进化。

懂你所需，长续航、安全
行。江淮iC5 NEDC综合工况续
航高达530km，同级别中几无对
手。64.5kWh的电池包，通过与特
斯拉同源的蜂窝电池技术和液
冷恒温技术加持，给电池安全加
上“双保险”，时刻护你安心出
行；全新的2.5代智能线控制动

系统，制动能量回收率高达24%；
自主研发的热泵空调通过软硬
件集成，根本解决冬季开空调续
航大幅下降的难题。ta不仅懂
你对远方的无限渴望，更懂为你
每一次前行默默守护。

懂你所要，强动力、澎湃芯。
百公里加速7.6s、0~50km/h仅需
3s，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一台峰值
扭矩340N·m、峰值功率142kW的

“三合一”深度集成式静音电机。
听不懂没关系，你只要知道iC5是
同级别车型中最快的单电机两驱
车即可！底盘是前后独立悬架组
合，经德国大众专家精心调校，安
稳舒适，德味十足。

懂你所爱，大掀背、轿跑
范。漂亮不止一面，江淮iC5造
型由国际设计大师、阿尔法·罗
密欧前设计负责人丹尼尔（Dan-
iele）亲自操刀设计。凶悍凌厉
的前脸、俯冲式的侧面腰线、悬
浮式车顶、大掀背尾门、贯穿式
LED尾灯，每一面都尽显纯电轿
跑大美风采。更有运动式一体
座椅、全景天窗、10.4英寸高清
触摸大屏、64 色音乐律动氛围
灯，时尚新潮。

懂你所说，智科技、轻松
享。懂你所说的，才能给你想要
的。iC5搭载最新科大讯飞智能
语音3.5系统，声源定位、情景语
音、多轮对话，能够实现人与车
机深度交流。此外，智能导航系
统、智能手机 App 远程控制系
统、智能远程升级、智能控制手
环、智能雨天关窗，以及江淮新
能源首次搭载的L2级智能驾驶
系统。 程元辉

吉利电竞体验营完成首战比拼

高能纯电轿跑江淮iC5上市

第十代雅阁热销助车市回暖

广汽丰田4月销量63607台

威马EX5。 本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