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绰号
“小号领航员”
，
全新林肯飞行家惊喜价开启预售，
仅62.89万元起
9月5日，
第22届成都国际车展正式开幕，
林肯中国携全系产品阵容亮相成都车展。
重磅车型，
同时
也是林肯中国全系家族中的新成员，
纯美式大型豪华SUV全新林肯飞行家Aviator开启预售，
预售价格
为：
3.0T V6 全驱尊享版628，
900元；
3.0T V6 全驱尊雅版690，
800元；
3.0T V6全驱高性能插电式混
动版823，
800元。
全新林肯飞行家Aviator是一款具有浓厚历史积淀的大型豪华SUV，
拥有
“小号领航员”
的称号。
与
同品牌
“老大哥”
林肯领航员相比，
飞行家同样传承了林肯品牌所代表的美式豪华性能SUV基因。
而本
次公布的62.89万元起的预售价格也低于媒体之前的预测，
可以说令人十分惊喜。

中国客户的要求
领先于全球

——专访奇瑞捷豹路虎常务副总裁陈雪峰
在7月迎来40%的大幅度增长后，捷豹路虎继续保持
了不错的增长节奏，8月销量同比增长17%。
红星新闻：捷豹路虎在销售结构的调整
和产销供应的节奏，与过去的两个月相比有
了很大的进步和好转，经销商的盈利率也有
大部分的提升，接下来捷豹路虎对中国市场
的变还会做出哪些调整呢？

超强技术实力定义豪华性能表现
全新林肯飞行家与同级车型对
比，主要有以下四大优势。
首先是领先同级的超大车身尺
寸。全新林肯飞行家车身长宽分别达
到5080mm、2022mm，同级领先；轴距
更是达到3025mm，同级最长；标配3排
7座，充分满足中国客户对大型豪华
SUV的空间诉求。
全新林肯飞行家上市同期除了
3.0升V6双涡轮增压发动机的版本，还
会直接提供插电混动车型，这在大型
豪华SUV级别尚属首次。全新林肯飞
行家全系标配四驱，首款高性能插电
混动版提供441马力的功率输出和同
级最大813牛米的峰值扭矩，性能媲美
超级跑车。
集合超过35项驾驶辅助与安全科
技的Co-Pilot360 Plus高级智能助驾
系统，以及带有道路预判功能的CCD
自适应悬挂均首次配备在全新林肯飞
行家上，使驾驶更加轻松惬意，在复杂
路况下都能游刃有余。

神层面建立共鸣。通过“天成之美”、
“翱翔之翼”、
“ 人性之本”与“内在之
境”四个维度呈现出独树一帜的产品
设计、澎湃动力、智能科技及奢华体
验。
与“静谧之旅”相辅相成的“林肯
之道”是林肯在华发展的另一重要引
擎。在竞争激烈的中国豪华车市场，
“林肯之道”理念开创了专属于林肯的
人性化、个性化客户服务模式，成为业
全新林肯飞行家也首次配备了
界典范，也成为全球林肯经销商服务
“躬迎上宾”车身自适应高度调节功
标准的标杆。
如今，林肯正在全面推动其在产
能，当车主靠近全新林肯飞行家时，空
气悬挂将自动降低车身，欢迎车主的
品、客户体验和品牌层面的焕新升级。
随着全新林肯飞行家和Lincoln Cor到来。
sair的年内上市，林肯在中国的布局将
“静谧之旅”与“林肯之道”共同
更加深入。传承百年的造车精神、高技
发力，助推林肯远航
术水平、高质量标准以及高强劲动力
2019年，林肯持续深化“静谧之
的准则，林肯有绝对的实力跻身豪华
旅”产品设计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 汽车品牌的前列。
是林肯根据中国文化的深刻洞察进行
全新林肯飞行家预售价按照15%
的创造性解读。
“静谧之旅”寓动于静， 进口关税税率制定，建议感兴趣的消
将林肯品牌内涵与造车哲学进行完美
费者抓紧时间入手，数量有限，先到
地统一，独树一帜地与中国客户在精
先得。
（夏厦）

陈雪峰

陈雪峰：目前在汽场行业里，特别是豪
华车细分市场，虽然增长率达到了7%，但竞
争复杂程度非常激烈且复杂。
这样情况的出现代表豪华车品牌着重
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在固有的细分市场里
进一步强化产品力并增加同级竞争力；第二
个是通过价格下沉，让小型车进入到20万左
右的区间。竞争对手也会同步做出调整，除
豪华车之间的竞争，还面临着经济型品牌高
端车型的竞争压力。
如果我们的品牌溢价能力不足以弥补
产品自身缺点的时候，竞争力就偏弱了。在
这样的竞争环境中，我们到底应该在产品方
面做什么样的改变。这就需要进一步的倾听
中国客户的声音，还要倾听行业竞争对手，
以及来自中国产业和政策的声音。
中国客户关注的的产品力趋势包括：
对空间性要求更高，希望后排空间能更舒
适，但在欧洲市场可能不会面临这样的问
题。同时 ，中国客户对科技感的要求非常
高，尤其是年轻人希望车是“好玩的”，这与
实用主义的追求不一样。特别对于豪华车
来讲的话，整车的质感、装配工艺、用材、外
观设计、内饰和人机交互的要求非常高，我
们觉得这些是中国市场领先于全球的一些
领域。
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倾听中国的声音，
除了中国客户的声音，还要倾听行业竞争对
手，
以及倾听来自中国产业和政策的声音。
现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在中国已经很
普及，使用手机导航较多，中国消费者还更
讲究在车上的互联，对乘客来讲就需要在车
上提供Wi-Fi，让乘客接入更多的系统，这
些与国外差异非常大。
包括这次全新捷豹XEL和全新一代路
虎揽胜极光的推出，我们在智能科技领域的
提升就非常的明显，比如5屏联动人机互动
和高清超广角流媒体内后视镜等都是符合
中国消费者喜好的。
（刘爱妮）

文武双全内外兼备

雪佛兰创界满足新锐人群个性需求
各类热门应用
想怎么玩？随你！

9 月 5 日 ，雪 佛 兰 布 局 紧 凑 型
suv 市 场 的 首 款 车 型 雪 佛 兰 创 界
Trailblazer，在无数年轻人数月的
期盼中正式上市，官方售价13.99万
元至17.99万元。
与以往不同的是，为年轻人量
身定做的创界，特别推出了Redline尚·红系列和RS系列两款。在
突出了这款车运动、个性属性的同
时，也成为那些不甘平凡的社会新
锐人群更前卫的潮流选择。

手机从单纯的电话，演变为深入生活方方面面
的智能机。汽车也正在经历这样的演变。年轻人对
车载智能的渴求，就像他们对于电子产品日新月益
的追求一样。只有更新鲜的玩法，才能打动他们。创
界完全懂得“他们”
的需求。
创界搭载的全新一代MyLink +智能车载互联系
统支持Apple CarPlay、百度CarLife及蓝牙三种互联
方式。
进一步扩充的车载APP提供导航、
娱乐、
资讯类
热门应用。
更有每年100G的OnStar安吉星车联应用流
量终身免费服务，
让年轻人在车上畅玩。
此外，
创界在
智能安全以及人性化舒适科技配置上也全面升级。
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
不少年轻人首款车的购买
区间已经提升到13~17万这个价格区间，
这也恰恰是
创界所覆盖的价格区间。
在年轻人消费得起的范围内，
创界凭借更强劲的动力性能、
更精准的操控表现、
更优
异的燃油经济性，
以全面领先同级的产品实力为这群
社会新锐群体带去不断前行的力量与勇气。 （张煜）

运动时尚或张扬个性
选哪款？随你！
创界的出现并不是偶然，而是顺应这
个时代的产物。
与上一代汽车消费者购车需求明显
不同的一点就是，现在的90后年轻消费者
对于外观设计的要求十分高，个性化需求
也十分突出。但是，放眼雪佛兰创界所处
的紧凑级SUV市场，在13~17万价格区间，
走外观时尚但缺乏个性的“大众范儿”路
线的SUV多得不胜枚举。对于想要突出个
性的年轻消费群体而言，想要从中挑选一
款合心意的SUV并不是一件易事。
敏感察觉到消费风向变化的雪佛兰，
在车型设计初期就确定了创界的双外观、
双内饰设计策略——创界Redline尚·红
系列融合潮流设计，展现出时尚、动感的
产品个性；创界RS系列则注入更多力量
感，呈现更为强悍硬朗的SUV造型。不同
的设计定位，
赋予了同一款车完全迥异的
性格。值得一提的是，创界的设计以先导
概 念 版 SUV FNR-CarryAll 为 设 计 原
型，并从雪佛兰传奇跑车科迈罗及经典超
跑科尔维特的设计中汲取了灵感。
创界这种鲜明的个性很能迎合那些
不愿随波逐流的年轻人的口味。源自超
跑的设计，足以成为让年轻人为之疯狂
的理由。

雪佛兰创界Redline系列和RS系列

比速度、比爬山
还是比省油？随你！

雪佛兰创界Redline

雪佛兰创界RS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黄敏 杨培央

追求独属于自己的个性，
更追求一骑绝尘的快感和征服顶峰时
一览众山小的骄傲，
这就是年轻人的标签。
所以，
能打动年轻人的创
界，
个性与运动绝不仅仅存在于表面设计，
更源于它的
“内芯”
。
作为通用汽车全球新一代车型，
雪佛兰创界搭载第八代Ecotec
R
435T（1.3T）智能直喷涡轮发动机，
分别匹配9速HYDRAMATIC
手自一体变速箱与CVT智能无级变速箱两款成熟高效的传动系
统，
为社会新锐群体带来更纯正的SUV驾控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第八代Ecotec 435T智能直喷涡轮发动机基
于通用汽车“单缸最优”理念开发，实现高性能、低油耗的同时，
轻松满足“国六B”排放的标准。与之匹配的两款变速箱，也均拥
有响应快速和省油的优点。
在13~17万这个价格区间的四驱SUV不多，创界就是“不多”
中的一个。创界9AT车型配备了智能四驱系统，在任何工况下均
能实现手动控制断开，并可在0.2秒内快速响应切换。加之强劲
的动力输出、EHHSA增强型上坡辅助，让创界拥有强悍的脱困
能力和爬坡能力。而这也是创界在这个价位区间，有别于那些只
能走“城市路”
的SUV的一大优势。
而且，在上汽通用汽车“双擎出击”服务政策下，创界全系车
型均可享受发动机、变速箱等动力总成主要零部件8年或16万公
里原厂质保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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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创界精致舒适的座舱氛围

两届勒芒24小时耐力赛冠军Tommy Milner担任创
界霹雳火竞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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