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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汽本田首款混动SUV，皓影
锐·混动搭载高效能的本田第三代 i-
MMD混动系统，最大的亮点是其天生
具有的运动基因——拥有出色的油耗
表现（最低4.9L/100km）。

新车售价区间为20.98万—25.28
万元，动力系统上采用的是2.0L阿特金
森循环自然吸气发动机+双电机组成，实
拍车型为皓影锐·幻夜版，即顶配车型。

幻夜系列一大特点是全身做了黑
化，不仅外观黑化，内饰黑化做得也非
常到位，主打酷酷的年轻消费群体。
新车外观采用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车
头搭配大尺寸进气格栅，在车头两侧，
新车搭配了大尺寸头灯，内部还有
LED光源进行点缀，辨识度较高。格
栅下方粗壮的镀铬饰条将两侧扁平的
LED大灯组连接起来，展现着较高的
年轻化视觉效果。

皓影的内饰相对外观样式没有那么
惊艳，但足够有内涵。智导互联系统已经
升级到2.0版，高德导航显示路况、喜马拉
雅和酷我音乐盒等功能都一一配备。

按键式的挡位布局整体来说非常简

单而且好用，还搭载了无线充电。混动
版车型的仪表盘是一块液晶屏，没有发
动机转速的显示，多了一个能量条，绿色
表示在减速，收集能量，蓝色表示在加
速，释放能量；显示屏内容可以通过方向
盘按键切换。后排无限接近于90度开
启的车门在新车上也得以保留。

重点来说说这套混动系统，它会根
据实际情况在三种运行模式中切换，三
种模式分别是电动行驶模式、混合动力
行驶模式和发动机行驶模式，不管系统
切换到哪个模式，其实都是为了更好地
兼顾动力需求和油耗表现。

既然是混动车型，如果把它当成纯
电动来，可以吗？其实它并不阻止你这
么干，切换到EV模式，最高车速可以达
到120km/h。值得一提的是，车辆在纯
电行驶时会发出温柔的“嗡嗡”提示声，
可以很友善地提醒路人注意。

皓影混动还有三种驾驶模式选择，
有常规、运动和节能，切换到运动模式，
最明显的就是纯电驱动没什么机会亮
相了，发动机在大部分时候都是启动
着，保证电池有充足的电量。

广汽本田新冠道、皓影混动“双箭齐发”
随着企业逐渐复工、市民生活恢复正常，似乎一切都在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汽车产业：大部分车企复工，新车纷纷上市。

3月31日，广汽本田举行了SUV线上新车发布会，公布了广汽本田旗舰SUV新款冠道、皓影锐·混动和2020款新缤智三款新车，日

前，编辑在广汽本田萧山店拍得实车，本期将重点为读者介绍新款冠道以及新款皓影混动这两款新车。此次新车上市，预示着广汽本田在

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强产品周期，也按下了广汽本田SUV矩阵“加速键”。

广汽本田冠道上市距今已有三年
多时间了，如今迎来中期改款，主要在
外观与配置方面作出了调整。

实拍车型为 370 TURBO四驱至
尊版，即顶配车型。新车涂装车身颜色
为威尼斯蓝，是新增颜色，自带吸睛效
果。外观采用的是最新的家族式设计，
中网由蜂窝状设计改为横条式设计，保
险杠下方新增一条贯穿雾灯区域的镀
铬装饰，增添整车豪华气氛。

来到新冠道的车身侧面，可以发现
线条相当有张力，前后分段式的腰线各
有弧度，给车身增添了不少立体感。新
车尺寸较现款相比长度增加42毫米，
高度增加6毫米。

实拍车型采用的是一款19英寸的
双色轮毂，兼具运动感和时尚感。来到
尾部，尾灯组结构有所变化，采用的是
LED光源，整体上与尾部贯穿镀铬饰条
相融合。小溜背的造型得以保留，后包
围造型更加饱满，同时双边共四出的排
气装饰也是首次出现在冠道身上。

内饰方面，新款冠道整体内饰布局
调整不大，但在配置上有不小的升级。

对称的中控，8英寸悬浮式的大屏（支持
角度调整），随处可见的软质材料，以及
顶配车型还配上了实木花纹装饰板，豪
华感袭来。

实拍车型采用的是按键式电子换
挡，同时智导互联系统升级为最新的
2.0系统，其内置功能都得到了优化。
另外，新增脚踢感应式电动尾门、等离
子空气净化系统、手机无线充电等配
置，更显人性化。

新款冠道安全装备更齐全，全系搭
载直行驾驶辅助系统与陡坡缓降控制
系统，让用户畅享更安全便捷的驾乘体
验的同时，实现更加安心的驾驶感受。

作为“大5座”车型的标杆代表，新
款冠道保持着空间的优势，尤其是后排
座椅，一位身高180cm的乘员坐进车里
后，膝盖与前驾驶座椅仍有两拳的距
离。动力上，新款冠道依旧搭载240
TURBO 和 370 TURBO 两种动力车
型，二者分别搭载1.5T直列四缸发动机
和2.0T直列四缸发动机，其中2.0T车型
还提供两驱版和四驱版，全系适配国六
标准。

皓影混动版兼顾动力与燃油经济性 新款冠道安全装备再升级

■施雅敏

2020萧山线上团车节活动推出后，
报名参加本次活动的品牌累计近20个，
为响应本次团购活动的倡议，报名的各
大汽车厂商也都给出了各自最优惠的
促销政策，具体优惠政策可在“萧山钱
塘汽车会”微信公众号内查询。

经过近一个月的报名，活动将进入
尾声。报了名的读者请抓紧时间去相
应的4S店选车购车，还没有报名的读者
也请赶紧，另外报名的读者还能免费领
取一份口罩。

抓住最后报名机会

对于购车者们来说，此次活动也是
一次难得的“抄底”机会。上周，编辑也
到其中的几家店感受了一下展厅里的
氛围。在杭州凌通雷克萨斯4S店，偌大

的停车场停满了车，三五位客户围在展
厅门口看车，经过询问得知，原来是在
看试驾车。该店销售经理介绍，在优惠
促销的带动下，进店客流量基本恢复至
年前的9成，看NX、RX系列的客户最
多，咨询全新LM商务车的客户有不少。

广汽丰田萧山千骅店的人气也不
错。在本次活动中，雷凌、凯美瑞以及
汉兰达是该品牌人气最旺的三款车，正
在看车的小陈表示，本打算过完年后就
买车，但碰上疫情只好推迟，现在疫情
好转，所以马上到店里来看车。

这段时间很多人想赶紧买辆车，现
在只要动动手指就能报名参加。主办方
已经将大家的购车意向告知相关品牌4S
店，将会有专业的销售顾问与您对接。
据统计，目前有近300位购车者报名。

在4月10日前订车，免费赠送交强险

除了专属优惠外，我们还为报名的
读者送上口罩一份（每份4个，邮寄到家，
仅限萧山区、滨江区、钱塘新区）。另外，
在活动期间订车的读者还可以获赠交强
险一份。只要你有任意购车需求，都可
以通过上方二维码进行报名。

另外，只要报名的读者，口罩均将

包邮到家（一个手机号码仅限一份），主
办方已经为3月27日中午12点之前报
名的车友寄送了口罩。接下来都将分
批寄出。

本次活动将持续至4月10日，近期
有购车需求的车友不妨先报名，再到店
看车试驾，店内试驾车均已消毒。

购车送交强险和口罩还有最后2天

团购报名方式

1.扫一扫右侧二维码，进入报名通道；

2.电话报名：拨打82335952热线进

行报名（需提供姓名+联系方式+意向车型+

邮寄地址）。

日前，从广汽丰田官方收到消息，旗下
电动车型C-HR EV将于今年4月份正式上
市。新车早前已在2019年上海车展亮相，
搭载的电动机功率达到150kW。

C-HR EV基于C-HR开发而来，前脸
外观进行了重新设计，带有更多封闭式格栅
的元素，整体更显动感，能与普通燃油版车
型很好区分开。

新车的侧面线条对比燃油版没有太大
变化，车身尺寸为4405×1795×1575mm，
轴距为2640mm。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
C-HR EV的轮毂设计更为封闭及扁平，能
有效降低行车时的风阻影响。尾部方面，C-
HR EV除了增加专属的标识装饰以外，其
余部分与燃油版的区别不大，保持了原型车
极具层次感的设计。

内饰方面，由于广丰汽车尚未给出C-
HR EV的相关信息，从其兄弟车型伊佐亚
EV可以推断，C-HR EV的内饰设计风格
除了独特的电动车标识外，在其他方面也将
与燃油版保持一致，这也是许多品牌的一贯
做法。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三元锂离子动力
蓄电池，电机峰值功率150kW。

广汽丰田C-HR 纯电车型
将于4月上市

来自权威部门的数据，杭州市区全
年上牌指标（增量指标）限额约8万到
10万量，而参加摇号的人数每月就有
80万人，多的时候，超过100万。除去
竞价的，中签率多低，可想而知。3月，
杭州个人摇号中签率不到0.6%，约168
人抢1块车牌。

小客车指标一次性新增2万个

3月24日下午的一条消息，让刚需
客和汽车经销商，感到了一股暖流。为
加快释放消费潜力，将新冠肺炎疫情对
全省经济发展的影响降到最低，浙江省

政府发布《提振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实
施意见》，其中第七条写道：释放城乡汽
车消费潜力。鼓励杭州有序放宽汽车
限购措施。

3月25日，根据省、市党委政府关于
加快提振汽车消费，促进经济发展相关工
作的要求，依照《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
管理规定》，经研究决定，2020年一次性增
加2万个小客车指标。即个人阶梯摇号
15000个、县（市）个人指标摇号5000个。

4月9日可报名，为期一个月

按照工作安排，将于2020年5月29日

新增一期阶梯摇号（杭州市第五次2020 J2
期小客车指标个人阶梯摇号）。此次个人
阶梯摇号指标投放量为15000个。

哪些读者可参与此次阶梯摇号？
到2020年5月累计摇号次数达到24次
（包括累计摇号达到23次且参加了2020
年5月摇号）或以上的申请人可参加本
期个人阶梯摇号；累计摇号达到48次
（包括累计摇号达到47次且参加了2020
年5月摇号）或以上的申请人可以获得2
个摇号基数序号。

报名时间从2020年4月9日零时
至 2020 年 5 月 8 日 24 时，为期一个

月。 读者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报名：
（1）登录杭州市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信
息系统网站；（2）浙江政务服务网、杭州
办事服务APP；（3）各调控服务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累计摇号次数满
24次且报名参加阶梯摇号的同时，应具
备通过2020年5月的摇号或竞价的资
格审核。（以下几种情况即使报名参加
阶梯摇号也将无法通过资格审核：a.未
参加或取消2020年5月摇号的；b.有效
申请编码2020年5月到期，未及时点击
延期的；c.未通过2020年5月摇号或竞
价资格审核的）。

杭州一次性新增2万个小客车指标 明天起可报名

车事看台

日前，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
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
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决定自2020
年3月31日起召回以下车辆。

（一）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召
回2015年2月11日至2016年10月18日期
间生产的2016—2017年款进口捷豹XE系
列汽车，共计6564辆；2015年6月10日至
2016年 7月 12日期间生产的2016—2017
年款进口捷豹XF系列汽车，共计3981辆；
2015年12月21日至2016年10月21日期
间生产的2017年款进口捷豹F-PACE系列
汽车，共计9514辆。合计20059辆。

（二）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召回
2016年6月7日至2016年11月7日生产的
部分 2017 年款国产捷豹XFL汽车，共计
3448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车辆的驾驶席正面安
全气囊装配了高田公司生产的未带干燥剂
的硝酸铵气体发生器。在气囊展开时，气体
发生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
伤及车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捷豹路虎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奇瑞捷豹路虎汽车
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
改进后的驾驶席正面安全气囊模块，以消除
安全隐患。

捷豹路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奇瑞
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将通过挂号信等方
式通知有关用户此次召回事宜。

部分进口捷豹及部分国产
捷豹汽车召回

召回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