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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这场车市压轴大戏值得你再等一个月
第九届萧山购物节·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萧山）汽车展12月9日开幕

11月11日，东风悦达起亚竭力打
造的智慧型轿车新e代福瑞迪在杭州
德龙起亚展厅上市。

新e代福瑞迪搭载1.6L发动机，共
发布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7.88万元—
10.98万元。

智能互联系统，开启车联网时代新生活

与传统汽车相比，新e代福瑞迪更
像是一位陪伴旅程的贴身助手，能听懂
指令，并给予回应，是一台“会说话的互
联网轿车”。

在语音操控方面，“机智过人”的新
e代福瑞迪可通过语音交互来实现对车
内空调、音乐播放、点歌、切换FM等车
内基本功能的精准操控；导航方面，其
智能互联系统不仅可实现导航查询，更
能实现实时定位、周边查询、路况查询
等功能。同时，新e代福瑞迪搭载的智

能互联系统支持自然语言搜索，车主在
发出指令时可使用口语话指令，其智能
互联系统进行快速理解，并给予即时回
应。

不仅如此，新e代福瑞迪的智能互
联系统更像是车联网时代的“贴身管
家”，全方位介入各类生活场景，为车主
带来便捷体验。其智能互联系统还支
持获取有声新闻、接打电话、限号提醒、
天气查询、航班查询、预约闹钟提醒等
多种功能；其接入的支付系统也将在未
来实现移动支付功能。

在支持车机互联方面，新e代福瑞
迪的智能互联系统可匹配百度CarLife
及苹果Apple Carplay双系统，为车主
带来更便捷的车机互动体验。

时尚设计，全面配置
定义潮流座驾新体验

新 e代福瑞迪的外观设计，传承
“简约直线美学”累积的艺术底蕴，前脸
部分，进化的虎啸式前中网在镀铬装饰
点缀下兼具大气、精致感，与两侧前大
灯组合搭配出一体式设计，极具力量感
的线条勾勒展现出稳重气质。下格栅、
雾灯组合及鲨鱼腮式导流罩组成的前
脸下方，极具运动感的视觉冲击力。简
洁的腰线勾勒拉长车身的视觉效果，与
尾部LED后组合尾灯融为一体，干净
利落，同时不乏品味。

智能后备厢开启、电动天窗、一键
空气净化、智能钥匙+一键启动、定速
巡航、后排空调出风口等实用配置，充
分展现新e代福瑞迪在细节勾勒上的
细致用心。

新 e 代 福 瑞 迪 搭 载 伽 马 1.6L
D-CVVT MPI发动机，匹配6档手自
一体/手动变速器，可输出强劲动力，缔
造激情驾驭体验。同时，新e代福瑞迪

油耗低至5.6L/100km，可为消费者打
造更具经济性的用车生活。

新e代福瑞迪卓越的安全系统，更
体现在其搭载的各项安全技术装备。
车身动态稳定控制系统、紧急制动提醒
系统、坡道起步辅助系统、车速感应自
动落锁、胎压监测、倒车雷达、倒车影
像、四轮碟刹等配置，守护每一段旅程。

11月11日下午，30多台已上牌的
雷凌185T（1.2T排量）轿车井然有序地
停在广汽丰田千骅店新车交付区，司机
整齐划一地站立在新车旁。这是杭州
广汽丰田千骅店、杭州广成租赁以及杭
州一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第四批次的
雷凌185T大客户交车仪式。据悉，本
次杭州千骅丰田店向大客户交车合计
超过150台。

随着网约车的合法化，雷凌185T
综合实力突出，空间大、价格实惠、油耗
经济成为网约车专车车主的选择。杭
州一诺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玲
红表示，雷凌185T拥有节油、空间大、
操控感好等优点，在乘用车市场销量节
节攀升，口碑也节节攀升。从去年投放
网约车市场至今，乘客和专车司机都对

这款车好评如潮。
既然作为专车，坐得舒服往往能得

到乘客的满分好评。雷凌185T的轴距
达到2700mm，加上丰田工程师非常擅

长在空间优化情况下，还有宽厚柔软的
座椅，能给乘客提供更舒适的乘坐体
验。

雷凌185T的1.2T发动机，采用了
丰田的D-4T技术，缸内直喷+涡轮增
压，并且混合了奥托循环和阿特金森循
环，而且这两种循环是无缝切换的，保
证了动力与燃油经济性。同时，雷凌
1.2T车型全系标配发动机自动启停系
统，该系统启动发动机的刹那间，发动
机采用阿特金森循环模式，从而更易启
动并有效减小启动震动。

不得不提的是，雷凌185T凭借在
节能减排上的优势、高品质、高耐久性、
高可靠性以及“零价差”的性价比优势，
是作为专车的优选之一。

150余辆雷凌轿车投放网约车市场
杭州广汽丰田千骅店大客户交车活动结束

东风悦达起亚新e代福瑞迪萧山上市

展期更长
车友可以精挑细选

12月份是一个关键性的月份，对于
一整年车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招
商会后，一位经销商说：“我们希望借助
年底的这场大型车展，既为今年的销量
打好一场漂亮收官战，也为明年的一二月
份做好销量铺垫，为淡季存些‘余粮’。”

事实上，每一年的国际车展销量都
上一届有所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萧
山潜在的购买力，年底之前都会掀起一
波购买热潮。另一原因，则是国际车展
连续举办了15届，已经成为品牌展会，
消费者到国际车展上买车的习惯逐渐
养成。所以，从厂家到车商，再到销售
顾问，都非常重视国际车展。商家诚心
让利促销量，销售顾问全力以赴争业绩。

今年的国际车展不仅将在“双十

二”期间举办，还将往年3天的展期延
长至4天，让消费者有充足的时间选购
车型。

展位已预订七成
品牌持续加入中

虽然本届车展的总面积有4.5万平
方米，但展位仍然供不应求。招商会当
日，就有七成的展位“名花有主”。萧山
区汽车流通行业协会会长、浙江世纪汽
车市场总经理董沛华表示，以目前的展
位预订率来看，众多主流汽车品牌仍对
今年的国际车展抱有极大的信心。

“我们店虽是第二年参加国际车
展，不过从这两年春季、秋季车展现场
的效果和销量来看，都取得不错的成
绩。”萧山卓御比亚迪旗舰店负责人表
说，“这次预订了最靠近主舞台位的展

位，得到了厂家的大力支持，对于入驻
萧山只有两年的比亚迪品牌来说，这既
能提升品牌在萧山市场的知名度，也能
进一步提升销量。”

抓住年末冲量优惠
还有购置税优惠的“尾巴”

本届国际车展将成为2017年度的
车市狂欢，众多兼具实力与颜值的各式

“小鲜肉”新车将接受市民的大检阅，多
款“自带光环”的热销车型也将在各个展
位与大家见面。

“汽车业界普遍认为，在此次国际
车展上，优惠幅度或将达到一年之最。”
一位汽车业内人士表示，本次车展上很
多竞争品牌面对面“打擂台”，要想销量
上胜出，只能给出更低的价格，而今年
又受到小排量购置税减半政策到期的

刺激，经销商由原来的冲量任务变成超
额完成任务，从而可以向厂家拿到更多
的返点，因此经销商之间的较量大有看
头。

每届萧山国际车展车商促销优惠
力度都是让人期待。不得不说，12月
9—12日举办的萧山国际车展将“双十
二”购物旺季纳入其中，可谓“生逢其
时”。 由于从2018年1月1日起1.6升
及以下汽车购置税将恢复 10%的税
率。也就是说，汽车购置税优惠已经开
始敲响倒计时的钟声。届时，各家参展
商之间的降价比拼也将会“杀红了眼”，
在这个年关的重要时刻，各种品牌优惠
层层叠加，按照往年经验，多个品牌将
带来购车“底价”，奉上“高额优惠、让利
冲量”等吸人眼球的购车活动，甚至在
车展尾声，市民或将“捡漏”优惠幅度
达到数万元的新车。

11 月 11 日，第九届萧山购物
节·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萧山）汽
车展举行招商会。会议公布本届
国际车展将于12月9日开幕，为期
4天。

历经 15 年的发展，每到年底
的萧山国际车展已经发展成为萧
山车市中第一大汽车展会。

本届国际车展面积达 4.5 万
平方米。设置了进口车、国产车、
新能源车、货车和二手车五大展
区。参展车型将达到6000余辆。

■记者施雅敏

第八届萧山购物节·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萧山）汽车展开幕现场（资料图片）

汽车服务进企业
本周走进靖江正凯集团

10月29日，2017第三届汽车服务进企业
活动的第一站在临江工业园区的巴陵恒逸落
幕。11月15日—16日，活动将“转战”靖江街
道的正凯集团。 届时，近10个汽车品牌的20
余款车型将进行展示，供企业员工选购。已经
购车的员工也可在现场为爱车进行免费检测并
享受专业的养车、用车咨询服务。

央行公布车贷新政
明年有重大变化

央行和银监会近日联合发布《关于调整汽
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宣布自2018年1月1
日起，自用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80%，商用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70%；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85%，商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7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70%。

与原《汽车贷款管理办法》相比，新政策对
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比例未进行调整，但新增了
新能源汽车贷款方面的条例，同时提高了二手
车贷比例——从50%提到了70%。

此次修订的亮点在于增添了新能源汽车的
定义描述，即“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
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的汽车，包括插电式混合
动力(含增程式)汽车、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
汽车等”，并对新能源汽车和二手车的贷款比例
作出了优惠调整。

新政策明确了汽车贷款的利率及贷款年
限。新车的贷款年限不得超过5年；二手车贷
款年限不得超过3年；经销商汽车贷款期限不
得超过1年。利率则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贷款利率规定执行，但计息、结息办法可由借款
人和贷款人协商确定。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召回部分奔腾X40汽车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质检总局
备案了召回计划，自2017年11月13日起，召回
2016年9月26日至2017年8月30日期间生产
的部分奔腾X40（MT）轿车，共计13680台。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因仪表板线
束的布置方式设计不合理，仪表台总成装配工
艺没有规范到位，导致仪表板线束与离合器踏
板支架可能发生摩擦干涉。极端状况下，可能
出现线束短路而导致车辆起火、行驶中熄火、气
囊自爆等，存在安全隐患。一汽轿车股份有限
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维修，线
束如有破损，更换新的线束；线束如果没有破
损，采用新的方式布置线束，以消除安全隐患。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将以挂号信等形式
通知相关用户。用户可通过手机、固话拨打客
户服务热线400-888-8080或向一汽轿车经销
商咨询。车主也可登录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
管理中心网站、中国汽车召回网以及关注微信
公众号（AQSIQDPAC）、汽车三包与召回了解
更多信息。此外也可拨打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
品 管 理 中 心 热 线 电 话 ：010-59799616、
010-65537365，反映召回活动实施过程中的
问题或提交缺陷线索。

■车事看台

2018款哈弗H2s焕新上市

10月26日，2018款哈弗H2s焕新升级上
市，红蓝标车型双剑齐发。新车搭载1.5T涡轮
增压发动机，匹配格特拉克7速湿式变速器 /6
速手动变速器，售价8.4万元-10.3万元，共有
10款车型可选。

作为一款非常适合年轻人的入门车型，新
车在外观、内饰、配置等方面进行了优化升级。
更为时尚的外观旨在为年轻人打造一款梦幻座
驾；更具科技感的智能配置则是对广大车友的
诚意回馈。

■召回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