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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联手长安汽车使林肯实现了
国产化，首款国产林肯冒险家的到来也
着实受到了不少的关注。目前，新车已
经公布预售价：24.8万—35万元。据
悉，该车将会在2020年第一季度正式
上市。上周，编辑在浙江万恒林肯4S
店拍得实车，实车为2.0T前驱尊雅版。

截至2020年 2月 29日，前2020
位订购全新冒险家的客户可享受三大
权益：5年超长质保；零利率低月供；价
值7839元豪华交车礼包。

从外观来看，林肯前脸采用了全
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星辉式进气
格栅，大尺寸进气格栅采用了四边形
的设计，中间辅以镀铬装饰的中网加
持，精致感显现。格栅两侧配有LED
灯组且采用了分体式的大灯设计，非
常时尚潮流。银色的下护板搭配扎实
的前杠，让该车看上去非常的稳重，整
个前脸的设计看上去简洁，但又不失
时尚感。

可以看到，悬浮式的车顶让新车看
上去更加年轻化，车窗周边采用了镀铬
修饰来强调质感，腰线将车身勾勒得更
加修长，多辐式的轮毂设计提升了新车
的运动效果。新车轴距为2711mm。

车尾部分，新车的尾部造型敦实而
饱满，悬浮式的尾翼配备了高位刹车
灯，贯穿式的尾灯是当下比较流行的设
计，尾部的层次感分明，整体设计非常

大气。尾部最引人注目的是“长安林
肯”四字，意味着向国产化更迈进一步。

冒险家整体内饰设计氛围非常
“美式”，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贯穿式
空调出风口、大面积软质材料包裹的
中控台、大尺寸悬浮式中控屏、按键式
换挡按钮、全液晶仪表盘等提升了科
技感和档次感。具体来看，T字形的中
控台设计简洁而干练，左边液晶仪表
盘画面清晰和流畅度都无可挑剔，中
间12.3英寸悬浮式中控屏，功能齐全，
内部带有全景影像和车联网功能。中
控下方的控制面板可谓看点十足，首
先是悬浮式设计算是冒险家的一大创
新，可以看到在控制面板上有左右座
椅自动加热通风功能。

空间方面，冒险家2711mm的轴
距在保持外观设计的前提下，对空间
利用率进行了升级。后排座椅支持
60/40一键电动折叠和分区滑动调节，
可前后滑动多达150mm，椅背的角度
则可以进行最多12°的调节。5座模
式下后备厢容积594L，后排座椅放倒
后，后备厢容积提升至1373L，在有限
的空间内充分满足家用的需求。

动力方面，新车还配备了2.0T发
动机匹配8速自动变速箱搭配适时四
驱系统，提供包括标准、运动、节能、防
滑和复杂路况在内的五种驾驶模式，
还有CCD自适应悬挂系统。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信消息，据公
安部统计，2019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214万辆，机动车保有量达3.48亿辆，其中新
注册登记汽车2578万辆，汽车保有量达2.6亿
辆；机动车驾驶人达4.35亿人，其中汽车驾驶
人3.97亿人。

全国66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截至2019年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6亿辆，
与2018年底相比，增加2122万辆（扣除报废
注销量，下同），增长8.83%。

全国66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
30个城市超200万辆，其中，北京、成都、重
庆、苏州、上海、郑州、深圳、西安、武汉、东莞、
天津等11个城市超300万辆。

私家车保有量首次突破 2亿辆。截至
2019年底，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达2.2亿辆，
与 2018 年底相比，增加 1926 万辆，增长
9.37%。其中，私家车（私人小微型载客汽车）
保有量达2.07亿辆，首次突破2亿辆，近五年
年均增长1966万辆。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381 万辆。截至
2019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381万
辆，占汽车总量的1.46%，与2018年底相比，
增加120万辆，增长46.05%。其中，纯电动汽
车保有量 310 万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19%。新能源汽车增量连续两年超过100
万辆，呈快速增长趋势。

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4.35亿人。2019
年，全国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4.35亿人，其中
汽车驾驶人达 3.97 亿人，占驾驶人总数的
91.26%。2019年全国新领证驾驶人（驾龄不
满1年）数量达2943万人，占全国机动车驾驶
人总数的6.76%。

2020年伊始,就迎来忙碌的农历新年倒计时,家里添置年货

的氛围越来越浓，不少人计划着换购新车开启新年新生活。与

此同时，车企之间丝毫也没有停下“上新”的脚步，本月仍然有多

款重磅新车进入本地汽车市场。

2019年 12月 18日，新款迈腾上
市，燃油版共8款配置，售价18.69—
30.99万元，GTE版共2款配置，售价
25.39万—26.89万元。上周，编辑在一
汽大众杭州百年4S店拍到了实车，实
车为330TSI 领先版。

新款车型整体造型的改动并不
大，主要集中在前脸和尾部。具体来
看，大灯边缘取消了加粗的镀铬边框，
中网格栅依旧还是那么“大众”，下方
保险杠改成了X造型，相比于老款车
型更加年轻动感了一些。

新款迈腾在大灯配置上有所提
升，全系车型标配LED远近光大灯、
LED日间行车灯、LED雾灯，自动头灯
以及大灯延时关闭功能。相比于老款
车型诚意更足。中高配车型中还带有
矩阵式大灯和自适应远近光。

车身尺寸上，新款迈腾和老款车
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仅仅只是在车
身长度上短了1mm，车身高度上高了
7mm，宽度和轴距均保持不变。

新款迈腾的尾灯是亮点之一。新
款车型采用了C字形的尾灯轮廓，内
部灯组也采用了块状的LED灯珠，相
比于老款横平竖直的灯组设计，在精
致程度上新款车型提升不少。

内饰部分，整体还是大众的风格，
但在一些细节上还是体现了新款迈腾
的提升之处。新款迈腾采用了大众全
新的方向盘，银色环绕式的三幅式平
底方向盘相比于老款方向盘更加年
轻，全系标配的真皮方向盘在握感上
表现上佳。

实拍的车型为2.0T低功率版本的
入门车型，采用的是双炮筒式的机械仪
表加行车电脑的组合。据悉，在顶配版

本中配有10.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以及
HUD抬头显示系统。

中控系统上，新款迈腾搭载了全
新的中控触摸屏幕，内嵌一套“众行
家”智能物联网系统，手机即可成为钥
匙，具备远程遥控，并且支持原厂互联
和 Carlife 功能。除了 1.4T 车型和
2.0T入门版车型配备了8英寸屏幕（可
选装 9.2 英寸）之外，其余车型均配备
了9.2英寸触控屏。

空调的调节区域相比于老款车型
也有较大的变化。新款迈腾换掉了老
款车型中钢琴面板配三个旋钮式的调
节键，取而代之的为触控调节的面
板。左右区域的空调和风量均有一个
凹槽，横向滑动即可调节温度和风量
大小。

新迈腾座椅在舒适性上的表现依
旧不错，实拍车型坐垫额外加长突出
一部分，对大腿的承托性更好一些。
除了全系最低配以外，其余车型均配
备前排座椅电动调节，以及前排座椅
加热，顶配车型还配备座椅加热、通风
及按摩功能。

后备厢内部空间比较规整，在右
侧有一个隔板隔出一个小的储物格。
后排座椅支持4/6比例放倒，另外，后
备厢盖板拎起来后，可以直接挂在尾
门边框上，在拿放备胎的时候非常方
便，这是一处细节的创新。

动力方面，新迈腾依旧沿用了老
款的动力总成，分为280、330和 380
车型。其中280TSI版本搭载1.4T发
动机；330TSI版本搭载一台2.0T低功
率发动机；380TSI版本搭载一台2.0T
高功率发动机。传动系统上全系搭载
一台7速双离合器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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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首款国产车入市，新车命名“冒险家”

1月不少新车登场 春节买车先看这几款

一汽大众新款迈腾更运动、更年轻

全国私家车保有量首次突破2亿辆
新能源车达381万辆

1月11日，以“奇家一起·品年俗”
为主题的“奇瑞家宴”第二季拉开序幕，
全国各地的奇瑞车主和媒体代表欢聚
一堂，共叙情谊。

2019年，逆势收官

“奇瑞家宴”采用了全国联动的形
式，在300多个城市同步开启。据统
计，1月11日当天，全国各地共举办了
超500场“奇瑞家宴”活动，共聚集了超
过10万名奇瑞汽车车主代表和全国各
地媒体参与，规模空前。

在本次家宴上，奇瑞与全国各地的
车主和媒体分享了2019年的成绩：随
着12月份以9.3万辆的月销量收官，奇
瑞集团 2019年累计销售汽车 74.5 万
辆，其中，自主品牌车型年销量63.9万
辆，同比增长6.9%。

奇瑞之所以能够在2019年的汽车
市场“寒冬”里逆势上扬，主要归结于体
系的夯实、产品迭代快、品质和渠道稳
定以及营销创新四个方面，特别是产品
迭代快方面。

在体系的支撑下，2019年奇瑞通过
更快的市场反应速度来解决产品的“短
板”，强化产品的优势，让优质的产品快
速生产投产，推向市场。如全新一代瑞

虎8，新车在2018年4月推出，2019年5
月就实现了外观、内饰、动总的全方位换
代升级。最终，全新一代瑞虎8 在2019
年全年实现销量116494辆，同比增长
130.4%，连续5个月销量过万。

品鉴全新一代瑞虎7

在这场“奇瑞家宴”上，最大的亮点
莫过于可以抢先体验试驾奇瑞汽车
2020年的第一款重磅新车——全新一
代瑞虎7。作为一款紧凑型SUV，全新
一代瑞虎7基于捷豹路虎技术的T1X平

台打造，在外观设计、内部空间还有动力
总成方面，都实现了升级。

外观设计上，全新一代瑞虎7采用
了全新一代的“峰格设计”，融入了形意
美学，整体看上去更加自然、简约，更符
合当下主流群体的审美需求。智能配
置上，新车配备支持20项功能的智驾
辅助系统，可实现L2级智能驾驶，还首
搭手机智能蓝牙钥匙、双区恒温自动空
调带自动除雾等超丰富的精良配置。

动力总成上，全新一代瑞虎7采用了
1.5T+9速CVT高效动总，拥有百公里最

低6.8L超低油耗和10年100万公里发动
机、变速箱延保权益，能够为消费者带来
更加省钱、省心、省力的用车体验。

在试驾活动现场，奇瑞特意模拟了
各种路况，以便大家能全面感受全新一
代瑞虎7的综合实力。

不少媒体在试驾体验后表示，全新
一代瑞虎7是一款全身都充满爆款“基
因”的车，它不仅符合时下年轻人对“颜
值”的高要求，还能够满足自驾旅行、家
庭出游、朋友聚会等多场景的用车需求。

展望未来，共创品质生活

2020年，奇瑞将继续从产品、技术、
生活方式三个维度全面提升用户体验，致
力于为用户打造属于自己的品质生活。

产品上，奇瑞将继续重点打造艾瑞
泽和瑞虎两大车系体验平台，让客户了
解奇瑞在性能、智能、互联等方面的综
合实力；技术上，奇瑞将开放技术体验
营，以沉浸式的方式，让客户直观感受

“技术奇瑞”勾勒的未来出行场景；生活
方式上，奇瑞将成立“奇瑞奇兵营”，构
建面向全体奇瑞车主的品质生活体验
平台，让客户感受到拥有奇瑞，不仅仅
是拥有了一辆车，更是拥抱了一种精彩
的生活方式。

2020“奇瑞家宴”浓情开席：叙情谊 试新车 话未来 1月4日，以“智行千里 纵情向前”为主题
的别克昂科旗浙闽区品鉴会在杭州九桥高尔
夫俱乐部盛大开幕。别克车友、厂家领导以及
当地主流媒体齐聚一堂，共同体验别克高档中
大型SUV昂科旗的各项性能。

作为别克SUV的旗舰车型，昂科旗前脸
很有张力，盾形中网中间贯穿了细长镀铬件，
拉长新车横向的视觉宽度。同时全系标配了
主动进气格栅，起到了降低风阻、提高发动机
热效率的功能。大灯的配置也很高，矩阵式的
LED大灯由56颗发光单元构成。车尾的视角
就是这台车最为敦实厚重的地方，悬浮式的后
车窗让车身修长而饱满。与尾灯贯穿的银色
装饰条和前脸相呼应，28T的铭牌也彰显了它
的动力水准。

坐到车内，相信大家能很明显感觉到内饰
的整体感和精致感。别克昂科旗采用环抱一
体式座舱设计，内饰可提供双拼色可选，配备
钢琴烤漆内饰面板以及一系列的镀铬装饰，很
有层次感。新车采用了真皮三幅式多功能方
向盘、具有电动调节/加热/通风/记忆等功能
的打孔真皮座椅，档次感十足。此外，新车首
次引入按键式电子排挡，节省了一定的车内空
间。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三区独立全自动
空调带纳米级防PM2.5空调滤芯，根据不同
车型配备第二/三排电动翻折座椅。

昂科旗搭载LSY系列2.0T可变缸涡轮增
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74kW（237PS），峰值扭
矩350N·m，可实现四缸高性能、四缸经济以
及两缸经济三种模式，传动匹配9速自动变速
箱，部分车型配备四驱系统。

别克7座SUV昂科旗
浙闽区品鉴会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