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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车展， 奥德赛（ODYSSEY）
锐·混动上演中国首秀， 在公众面前
展现焕然一新的产品魅力，与第十代
雅阁（ACCORD）锐·混动共同打造
广汽本田混动双子星，成为全场瞩目
的焦点。雅阁（ACCORD）品牌的另
一 悍 将 第 十 代 雅 阁（ACCORD）
SPORT� TURBO、A级车实力担当新
一代凌派（CRIDER）、“SUV双剑客”
冠道（AVANCIER）和缤智（VEZEL），
以及新飞度（FIT）纷纷登台亮相。与
此同时，去年广州车展发布的广汽本
田首款纯电动SUV� VE-1也共同出
展，完美呈现了广汽本田丰富强大的
产品阵容。

2019年车市开局， 广汽本田凭借
健全的产品矩阵和深厚的品牌底蕴，
以坚韧前行、务实向上的姿态，为2019
车市注入了信心，今年第一季度，广汽
本田全系车型累计实现销量187,694
辆，同比增长11.4%，稳健开局自信向
前。

奥德赛（ODYSSEY）锐·混动
惊艳首秀 丰富全擎产品矩阵

本次上海车展，国内首款油电混动
MPV奥德赛（ODYSSEY）锐·混动首次
亮相，新车继承了全新日版原装运动化
外观，在整体沿袭奥德赛（ODYSSEY）
原有高价值的基础上，动力系统全面革
新， 采用了首次在MPV上搭载的全新
第三代i-MMD混动技术， 可在极速爆
发超强动力的同时兼具优异的燃油经
济性与丰富的驾驶乐趣，百公里5.8L超
低综合油耗， 尽显混动MPV运动个性
和节油经济性。此外，新车在保持原有
领先科技配置与舒适空间的基础上，搭
载了Honda发布的全球首创先进技
术———魔术感应门，以及升级的Honda�
SENSING（安全超感）智能辅助驾驶系
统、远程发动机启动等。为用户“移动和
生活的进化”提供更多新价值，让贴心
便捷的生活举手可得。

奥德赛（ODYSSEY）锐·混动的导
入， 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广汽本田混动
产品阵营，更为中国MPV市场注入了

全新价值优势。

全方位强化企业体质 致力于实
现“三个喜悦”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汽车消费升
级的速度随之加快， 车市竞争愈发激
烈。广汽本田全新品牌口号“让梦走得
更远”，以崭新的品牌形象加强与新时
代年轻消费者的沟通， 开启了广汽本
田新一轮的全领域体系变革与创新阶
段。在“梦想同行者”角色定位引领下，
广汽本田始终坚持“三个喜悦”的企业
哲学， 以及“把消费者满意度放在首
位”的服务精神，致力于探索提升用户
体验之道，为实现用户“购买的喜悦”
而持续努力，率先引入“Enjoy+”五感
体验，打造品牌示范特约店，不断焕新
服务水平，提升顾客喜悦感、安心感和
满意度。

2018年，广汽本田针对不同消费人
群， 实现精准创新营销。 第十代雅阁

（ACCORD）携手三大全球高能量IP开
启全新的数字营销方式，精准匹配目标
消费群体的兴趣爱好。 而第十代雅阁
（ACCORD） 锐·混动则采取实证营销
策略，开展第二届极限挑战赛，以60L油
量创下了2143.8公里的极限续航成绩，
充分展现了杰出的节油性能和强大的
产品实力。新飞度（FIT）点对点契合年
轻消费群体特征，在去年10月打造了一
场百万粉丝趣玩趴，拉近与年轻人的距
离。缤智（VEZEL）联手全球知名潮流创
作人开展以“潮拍”为主题的艺术营销，
与新生代潮派消费者产生深度共鸣。凭
借对“年轻化”的深入理解创新营销模
式，2019年， 广汽本田将继续通过多样
化的营销传播活动增强与年轻消费群
体的触点，加强价值沟通，激发与消费
者产生真正的情感共鸣。

秉持“用户第一”的原则，提升渠
道力是广汽本田赢取顾客满意的关
键。一直以来，广汽本田坚持对渠道服
务领域的创新探索， 于去年广州车展
正式上线广汽本田商城， 为新能源车
的销售提供了重要渠道， 全面提升互
联网新时代下顾客购买的喜悦。

VE-1第三季度交付用户 广汽
本田电动化蓝图展开

2019年， 广汽本田的电动化梦想
蓝图将再添浓墨一笔，据悉，广汽本田
首款纯电动SUV� VE-1将在第三季度

起交付用户正式投入市场使用， 陪伴
消费者去追逐绿色出行梦想。

VE-1作为广汽本田率先导入
Honda� SPORT� EV推出的电动化先
导车型， 基于全球认可的Honda成熟
紧凑型SUV平台打造， 继承了Honda
特有的运动DNA， 同时延续了Honda
产品的驾驶乐趣， 具备出色的动力性
能。 广汽本田不断挖掘和拓展更多可
能性， 满足新时代消费者不同阶段多
样化、个性化的生活需求和梦想。

2019年行业环境依旧严峻， 机遇
与挑战并存，广汽本田将把握住机遇，
以创新实现突破，不断对品牌力、产品
力、营销力、渠道力、“智”造力进行全
方位升级，提升全领域的综合实力。

如今，汽车行业正处在“智能化、
电动化、网联化”的风口，新生代消费
者接掌市场话语权， 企业要想赢得市
场，必须始终保持与消费者同步沟通，
应变而变。 正如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
司执行副总经理郑衡所言：“在企业稳
健经营、 按自身节奏有条不紊发展的
趋势下，广汽本田将始终坚持开放、务
实、以用户为中心的创新实践，在全领
域持续巩固强化， 夯实企业综合体系
力， 及时应对行业挑战和新生代消费
需求的更迭， 始终以自信的态度迎接
全新的市场竞争格局， 让梦走得更
远。” （夏厦）

奥德赛（ODYSSEY）锐·混动首秀吸睛
广汽本田携全车系亮相上海国际车展 加速构建电动化时代蓝图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佐藤利彦与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郑衡与奥德赛（ODYSSEY）锐·混动合影

广汽本田首款纯电动SUV� VE-1 2019上海国际车展广汽本田展台

4月16日， 广汽本田携旗下
全系车型强势出击2019上海国
际车展， 多款明星车型联袂亮
相，尽显年轻科技、时尚运动的
无限张力。

广告

青超联赛为何频现悬殊比分

4月27日进行的青超联赛华北大区U14B组比
赛赛场上，80分钟的比赛时间里，北京中赫国安
U14梯队30比0狂胜保定英利易通，平均2分30秒就
打进一球。

类似这样的比分在青超联赛上并不罕见，成都
棠外以29比0战胜四川FC，刷新了青超联赛U19年
龄组最大比分纪录，云南足协U15队曾在西部大区
B组比赛中以34比0击败了陕西大秦之水。

再回顾一下上赛季的积分榜，排名第一的恒大
足校比副班长黑龙江队积分高出了近百分，净胜球
高达489个。

这些实力差距过于悬殊的比赛让外界对青超
联赛的竞技品质产生了担忧，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对此采访了足协和青训相关人士，为你解读这
些差距悬殊的比赛背后的隐情。

青超联赛规定，U13年
龄段全场比赛是70分钟，
U14年龄段80分钟，U15年
龄段以上90分钟，因此国安
U14队在与保定英利易通
的比赛中，差不多平均2分
30秒就进一个球。

北京国安U14队非常
正规、专业。球队于去年5月
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经过本
土教练和来自荷兰海牙俱
乐部的球探选拔之后才正
式组队。球员们上午学习文
化课，下午则接受专业训
练，球队总教练来自荷兰阿
贾克斯俱乐部。

而保定英利易通俱乐
部目前在中乙联赛，此前曾
叫保定容大，2017赛季末，
保定容大遗憾地从中甲降
回中乙。2018年12月曾传出
欠薪，多位球员在请愿书中
表示已遭欠薪一个赛季。

保 定 英 利 易 通 这 支
U14队今年3月才正式组

建，球员从保定市区、远郊
区县的学校里选拔出来，只
在一起训练了一个多月，同
时球队的教练也没有带职
业俱乐部梯队经历。

成都棠外与北京国安
U14的情况相似。据成都市
足协副主席刘刚介绍，成
都棠外U19梯队的球员从
小就经历了足球的培养，
经过严格的选拔才能进入
棠外足球班，他们的日常
学习与其他班的孩子无
异，但是每天会有固定的
训练时间。

而四川隆发实际上正
是时下深受经济危机困扰
的四川FC的梯队，他们与
保定英利易通的情况也差
不多。为了参赛，俱乐部只
有从都江堰的各个中学里
拼凑出一支球队。

职业对阵业余，出现大
比分的比赛结果也不足为
奇了。

作为中国足协力推
的青少年联赛，最近这几
年，青超联赛的规模和参
赛队伍一直呈扩张态势。
据中国足协官方资料显
示，青超联赛2017年成立
时只有87支队伍参加，
2018年伍扩充到259支，
2019赛季参加报名的队
伍有402支。

新赛季青超联赛分为
华北、华东、东北、华南、华
中、西部这六个大区，先进
行大区比赛，然后再进行
全国总冠军比赛。去年组
织了2200余场比赛，今年
预计将达到3000场。

中国足协执委李毓毅
在2019赛季青超联赛开幕
式上接受采访时表示，国
外的孩子一年就要打60场
比赛，中国孩子一年能有
20多场就不错了，“中国球
员有时会训练不会比赛，
一打比赛就紧张，一紧张

就容易肌肉抽筋，这些都
要通过增加比赛数量、提
高比赛质量来解决。”

足协规定中超、中甲
俱乐部梯队必须参加全部
年龄段的比赛，中乙球队
（不含2019赛季升入中乙
的球队）必须报名U13、
U14和U17组别的青超联
赛；2019赛季刚升入中乙
联赛的球队和参加2019中
冠联赛并计划申请2020中
乙准入的球队必须参加
U13和U14组别比赛。

而按中国足协发布
2019准入通知，中超、中甲
各俱乐部需下设五支不同
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梯队，
分 别 为 U19、U17、U15、
U14、U13。中乙俱乐部则
要 求 有 U17、U15、U14、
U13四级梯队。每支球队
至少注册球员18名，并且
代表俱乐部参加各级不同
的官方赛事。

对于今后青超可能
复现的“不对等竞争”，中
国足协也在想办法解决，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中国
足协相关人士指出，“我
们推出预选赛制以及分
区、分组赛制，就是希望
既满足广大参赛球队的
竞赛需求，同时也通过合
理的赛制将低水平球队
逐步筛掉，让水平接近的
球队同场竞技，从而共同
进步。”

目 前 华 北 赛 区 的
U14年龄段就分成了A、
B、C三个组，每个组6支
队。尽可能让水平相对接
近的队伍进行比赛，但即
便如此还是出现了30比0
的比分。

一位长期从事足球
青训的人士说：“表面上
一夜之间全国多出了几
十支甚至上百支队伍，但
这样的队伍存在价值和
意义有待商榷。”

该青训人士还认为
这样的“不对等竞争”情
况还会继续发生，“高水
平竞技人才不是机器开
动就能马上生产出来的，
10年前没有选拔、培养这
批队员，现在是不可能突
然变好的。仅仅培养了一
到两年的U17、U19年龄
段球员，面对别人从小开
始培养的球员，怎么可能
不被‘屠杀’？可以预计，
在俱乐部自己从小培养
的球员还没成长起来前，
这种情况还会继续。”

该青训人士建议足
协要求新晋级职业系列
赛 事 的 俱 乐 部 从 U10、
U11开始组建梯队，他也
说出了自己的理由：“这
个年龄段有大量的孩子
可供选拔，把有限的人、
财、物投入到真正的青训
工作中去。”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欧鹏

A 业余对阵职业
大比分输球不奇怪 B 准入规定

要求各俱乐部梯队数量

C 中小俱乐部
东拼西凑组建各级球队

对于青超联赛频频
出现大比分，成都市足协
一位相关人士向记者表
示：“在准入新政要求下，
不达标者即面临被联赛
驱逐。因此有些中甲、中
乙俱乐部为了确保联赛
资格，东拼西凑组建起了
各个级别的球队，但也恰
恰因为组队仓促，人员构
成的品质无法得到保证，
这和长期坚持青训、有成
熟梯队的俱乐部队伍肯
定没法比。”

由于中国足协直到近
年来才把“多级梯队建设”
明确写入职业俱乐部准入
规定，而中乙联赛经过多
年的摸索也是在最近几年
被正式纳入中国足协“职
业联赛序列”。所以一些中
甲、中乙各俱乐部在梯队
建设上面非常仓促。

中甲俱乐部要求有

U19梯队，陕西大秦之水
俱乐部2016年才成立，
2019年最后一刻才递补
升入中甲，陕西大秦之水
为了组建U19梯队以达
到准入条件，其人员构成
可想而知。

况且在中甲、中乙球
队中，相当一部分俱乐部
都发生过股权变更。身处
中甲的四川隆发和保定
英利易通则有一个共同
的特点，俱乐部一线队都
面临着欠薪。此前俱乐部
都将大部分精力与资金
都投入到了一线队，所以
对梯队建设就显得有些
力不从心。类似俱乐部与
地方学校、足球培训机构
合作共享青少年人才甚
至梯队挂靠的模式也比
较普遍，但也恰恰因为

“上手”仓促，球员的品质
无法得到保障。

D 专业人士建议
从U10、U11开始组建梯队

成绩优异的上海上港U19队球员的励志签名

34个进球，让云南队的进球名单都快写不下了

成都棠外以29比0战胜四川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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