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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月月55日日，，奥迪奥迪QQ家家
族旗舰产品族旗舰产品———全新—全新
奥迪奥迪QQ88在在20192019成都国成都国
际车展上正式启动预际车展上正式启动预
售售，，价格区间为价格区间为770770，，000000
元元--11，，020020，，000000元元，，同时同时
推 出推 出 288288 台 至 尊 限 量台 至 尊 限 量
版版车型车型，，售价为售价为11，，097097，，
600600元元。。

全新奥迪全新奥迪QQ88搭载搭载
了旗舰级别的创新科了旗舰级别的创新科
技技，，完美诠释了奥迪品完美诠释了奥迪品
牌牌““突破科技突破科技，，启迪未启迪未
来来””的不变追求的不变追求，，一汽一汽--
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
副总经理胡绍航是这副总经理胡绍航是这
样为其定位的样为其定位的：“：“奥迪奥迪
QQ88的出现的出现，，不仅完成了不仅完成了
奥迪最高产品序列的奥迪最高产品序列的
布局布局，，与奥迪与奥迪AA88、、奥迪奥迪
RR88一起组成了奥迪一起组成了奥迪‘‘88’’
字符号的旗舰产品阵字符号的旗舰产品阵
容容，，更助推品牌形象到更助推品牌形象到
达全新高度达全新高度。。

全新奥迪Q8正式预售
一汽-大众奥迪携多款重磅车型亮相成都车展

豪华车市场正式进入新豪华时代，豪
华旗舰SUV用户的需求不仅更加多元化，
且对个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全能产品的
需求越发旺盛。全新奥迪Q8正是奥迪洞察
这一消费升级需求后有针对性推出的一
款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新车已于
去年年底在欧洲市场上市，凭借全新的设
计理念和奥迪最新科技的加持，市场表现
节节攀升，2019上半年销量已突破7，000
辆，不仅赢得了用户与媒体的广泛认同，
还被授予了“欧洲最佳豪华SUV”的殊荣。
此番登陆国内市场，更是承载了大量消费
者的期待，将树立新豪华时代下旗舰级
SUV的全新标准。

作为一款兼具未来美学与运动野性
的智能豪华旗舰SUV，全新奥迪Q8开创了
Q家族的全新设计语言，实现了轿跑优雅
型格和SUV实用空间的平衡。产品设计理
念传承自奥迪品牌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车
型--Ur-quattro，并拥有与兰博基尼Urus、
宾利添越同根同源（MLB evo平台）的贵
族基因，保持了奥迪品牌一以贯之的精湛
做工品质。

正如胡绍航所说：“这样一款血统高
贵、体验纯粹的旗舰车型，必将凭借前瞻
的产品理念、全能的产品体验，树立豪华
旗舰SUV的全新标准，成为高品位用户的
最佳之选。”

全新奥迪Q8采用全新设
计语言，有力的线条和运动优
雅的外观突显了传奇quattro的
设计风格。霸气的八边形进气
格栅，使之成为奥迪Q家族的
全新面孔。

不同于其他品牌旗舰车型更
稳重、偏商务的外形，全新奥迪
Q8打破传统的Coupe的设计风
格。和谐的“溜背”弧度，呈现动感
时尚风格的风格，且打造出了同
级最宽阔舒适的后排乘坐空间，
最大限度的考虑到了后排用户乘
坐的舒适性，实现了设计美学与
实用功能的完美融合。

作为外形设计的点睛之笔，
全新奥迪Q8采取了极具辨识度
的灯光设计，数字化日间行车灯
首度采用三维设计，大灯边缘由
七个短段光带和两个长段光带组
成，可将视觉焦点向外转移，让车
身看起来更有张力。

除了动感的外形设计符合车
型定位，内饰设计上也同样匹配
了相得益彰的运动元素，如源自
跑车设计的平底运动方向盘以及
一体式运动座椅也很好的体现了
全新奥迪Q8的运动特性，让人打
开车门的一瞬间就有驾驶的欲
望，更能打动年轻客户。

在强调运动基因的车型定
位下，全新奥迪Q8搭载2.0T和
3.0T两款发动机，最大功率可达
250kw，最大扭矩可达500NM，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6.2秒。搭
配行业领先的48V轻混系统，有
效地降低了油耗及二氧化碳的
排放，同时减少了“涡轮迟滞”，
在启动和加速时更加舒适。搭配
8速Tiptronic智能变速箱，使换
挡迅速，驾驶质感平顺，为消费

者提供惯性滑行体验。
在越野性能方面，全新奥迪

Q8也为用户提供了能“野性驾
驭”的保障，全系标配了纯机械
中央差速器，这样可将扭矩按
40：60比例分配至前后桥，如果
车辆遇打滑情形，系统可自动将
扭矩传输到牵引力更好的车桥。
自适应空气悬架系统，可将车身
离地间隙升高至254mm，助力
用户轻松征服各种路况。

超过5米的车长，为其带来了
2995毫米的轴距，这个数据让全新奥
迪Q8能为驾乘者提供充裕的空间，
特别是后排乘客也能从容尽享宽适
空间。同时，大容量的行李舱和宽大
的储物空间，使全新奥迪Q8非常适

于长途旅行。在车身坚固工艺上，全
新奥迪Q8得到进一步强化，车身采
用全铝框架结构概念，包含多个轻量
型铝制和热轧钢制部件。得益于良好
的隔音技术和先进的空气声学，全新
奥迪Q8的内部十分静谧。

全新奥迪Q8实现了全数字化智
能交互：上方的10.1英寸显示屏用于
控制信息娱乐系统和导航系统。下方
的8.6英寸显示器管理加热、通风和
空调以及其舒适性功能和文字输入
功能。高清12.3英寸的虚拟座舱，可
在仪表盘看到最完整导航地图，所有
车辆功能的信息一览无余，充满未来
科技感的座舱彰显了奥迪在科技方

面的不断突破。
带触控反馈的MMI系统，触控

时会通过声音和触觉反馈得到确认，
实现盲操作，有效保障行车安全，除
此之外，还支持连续手写输入。自然
语音控制系统，能理解日常用语中的
许多措辞，使用户可以轻松的与车辆
互动，直接控制空调，座椅加热功能，
避免注意力分散，提升驾驶安全性。

此次车展，除了豪华旗舰SUV全
新奥迪Q8外，一汽-大众奥迪还带来了
多款标杆车型，进一步展示出奥迪品牌
引领新豪华时代的强大产品布局。

全新奥迪A8L不仅在D级车用户
最注重的豪华感受层面再次达到全
新高度，更以智能装备突破了传统豪
华的极限，成为引领驾乘智能时代的
豪华D级新标杆。而奥迪R8凭借源
自赛道的顶尖科技，为用户带来极致
的驾驶体验，是传承奥迪运动基因的
典型代表。

在全新奥迪Q8的引领下，其品牌

旗舰矩阵显示出强劲的品牌向上势头，
为高端用户的出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奥迪还将为
中国消费者带来奥迪e-tronA6 all-
road 旅行车家族和Q2L e-tron等细
分车型，通过不断深挖细分市场，用
更加个性化、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
品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

可以说，以成都车展为序幕，一
汽-大众奥迪将在下半年掀起新一
轮的产品、品牌攻势，为中国用户带
来更高品质的品牌及产品体验，巩固
其在豪华车市场的领军者地位。

树立新豪华时代下
旗舰SUV全新标准

全新设计语言彰显更年轻的奥迪

运动与野性的完美匹配

豪华舒适的乘坐体验

前瞻智能的创新科技

多款标杆车型联袂登场，
彰显引领新豪华时代的强大产品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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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风云车：北京现代 第四代胜达
年度风云新车：上汽通用汽车 雪佛兰创界
年度风云新能源品牌：欧拉

年度风云豪华轿车：梅赛德斯-奔驰 S级轿车
年度风云行政座驾：广汽丰田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年度风云中高级车：东风日产 第七代天籁
年度风云中级车：广汽丰田 全新换代雷凌
年度风云畅销中级车：东风日产 第十四代轩逸
年度风云经济型车：东风悦达起亚 全新一代K3
年度风云新能源车：比亚迪 宋Pro DM
年度风云MPV：上汽MAXUS G50

年度豪华SUV：上汽通用汽车 凯迪拉克XT6
年度豪华运动SUV：广汽Acura RDX
年度中大型SUV：东风悦达起亚 新一代KX5
年度紧凑型SUV：上汽通用汽车 全新一代别克昂科拉GX
年度智能SUV：新宝骏 RS-5
年度最佳SUV：东风标致 4008

最值得期待豪华车：上汽通用汽车 凯迪拉克CT5
最值得期待中级车：长安马自达 次世代MAZDA3昂克赛拉
最值得期待SUV：捷达 VS5
最值得期待新能源SUV：北京现代 昂希诺纯电动

四川启阳汽车集团、仁孚集团、三和集团

成都新进程大众进口汽车4S店

年度风云大奖

年度风云车系

年度SUV

最值得期待系列

年度最佳服务商

年度最佳经销商

守正行远，在变化的时代
能者脱颖而出

以 SUV 作为主打产品的汽车企业继续深耕
SUV；优势在三至五线城市的推出一大批7万元左
右车型；拥有新能源核心技术的索性战略性“放弃”
传统燃油车；渠道传统强势的日系品牌打造更强势
的渠道，甚至整合旗下豪华车子品牌帮助销售……
就连领克这样2017年才成立的汽车品牌，也把心
思放在了赛车营销上，成功打造出一大批忠诚的

“性能车”粉丝群体。而像长安、长安福特、斯威汽
车、东风标致等品牌，则忙于给经销商降库存提升
利润率，因为它们知道，渠道才是根本。

大家似乎明白了，过去车市接连增长的时候搞
的那些“花式营销”，在存量市场时代，不见得会有
什么效果。立足本业，在原来的优势项目上寻求创
新和增量，才是如今大势下的生存之道。

分析今年已经过去的前8个月，中国车市经历
了国五国六排放切换、新能源地补取消这两个大的
行业政策变化，特斯拉国产、造车新势力遇冷更是
让前几年自主品牌疯狂上马新能源车的热潮缓了
一缓。以长安福特、广汽本田（广汽Acura）、北汽（北
汽新能源）为代表的来自体系自上而下的渠道变
化，也看到了传统汽车企业在新形势下的求新求
变。中国未来汽车行业的发展道路已经明确，机遇
正在展现。

守正行远，在变化的时代，能者方能脱颖而出，
获得市场的肯定。以下的这些企业和车型，凭借过
硬的体系能力、产品力、周到的服务及创新的营销，
从市场角逐中脱颖而出，收获销量与口碑。也还有
这样一群人，以赤诚之心耕耘于汽车领域，为中国
汽车行业的发展倾注心血。2019中国（四川）汽车
总评榜，正是为这些在今年有着卓越表现的企业、
品牌、车型而来。见证车市风云，从2004年到2019
年，中国（四川）汽车总评榜作为中国年度汽车总评
榜的四川分榜，已连续成功举办16届。

16年来，作为中国年度汽车总评榜最重要的
地区分榜评选活动，中国（四川）汽车总评榜凭借完
备、科学的评选体系，以及成都商报在国内都市报
的权威、主流地位，已成为全国最具影响力的汽车
行业评选活动及车市的金字招牌。总评榜向全国的
读者、消费者推荐优秀的汽车厂家和年度优秀车
型，不仅让读者和消费者了解汽车行业，认识汽车
企业，更为广大读者与汽车行业之间构筑了良好的
沟通桥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厦

2019 中国（四川）汽车总评榜揭晓

汽车总评榜

榜单

：

2019年是汽车品牌回归初心、苦练内功的一年。
经过了前一年的销量下跌，在中国参与市场

竞争的汽车品牌，无论是进口、合资还是自主，甚
至包括造车新势力，整个2019年上半年都在强调
一句话：“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市场定位是什么。”

图据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