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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购车指南，东风 Honda哥瑞让你不再纠结

2016 年已经悄然而至。 岁
末年初购一辆爱车回家过年，作
为自己辛苦一年的奖励，是很多
年轻人的选择。但现如今车市选
择太多，很多人陷入了选择困难
症。别怕，东风 Honda 首款紧凑
型中级车哥瑞来了，Ta 凭借过
硬的品质成为春节购车的首选，
让你不再纠结。

【设计炫酷】
360度无死角

对于以“外貌协会”著称的
年轻人来说， 爱车必须够炫酷。
哥瑞采用年轻人喜好的设计语
言， 自带美颜功效，360 度无死
角，堪称行走中的“壕哥”。 本田
家族飞翼式前脸设计，配合车身
犀利腰线、运动型轮毂和灵动帅
酷尾灯，再加上流线的鲨鱼鳍天
线， 年轻动感的时尚外观设计，
让人一见倾心。

外观炫酷，哥瑞的驾乘空间
也值得一说。 虽然定位为紧凑型
中级车，但是凭借 2600mm 的越
级轴距和 Honda 经典的 MM 空
间理念，哥瑞拥有实现媲美中高
级车的驾乘空间。 作为一款家用

车型，哥瑞“豪”能装！

【“地球梦科技”】
释放洪荒之力

面向年轻人， 自然要满足年
轻人对激情的渴望。 哥瑞搭载了
Honda 最新一代“地球梦科技”
1.5L缸内直喷发动机， 洪荒之力
十 足 ， 最 大 功 率 达
96kW/6600rpm， 最 大 扭 矩 为
155Nom/4600rpm， 在日常驾驶
中，动力输出轻盈充沛。

此外，与之匹配的 CVT 无级
变速器， 则应用了“G-Design�
Shift”控制技术，不仅可靠、平顺，
更重要的是燃油经济性上佳，
5.4L的百公里综合油耗明显优于
同级车型， 完美继承日系车省油

的优良传统。对于小伙伴来说，选
择哥瑞再合适不过。

【配置力 MAX】
科技控的菜

或许你觉得哥瑞只是一款紧
凑型中级车， 对科技配置不抱太
大希望。 小编只想说，你错了。 且
不说 FUNTEC“地球梦科技”动
力系统够你研究半个月的， 哥瑞
搭载的一系列安全配置也能满足
技术宅、科技控的要求。可视化倒
车影像、 车辆稳定性辅助系统
（VSA）、 紧 急 制 动 提 醒 系 统
（ESS）、坡道辅助系统（HSA）、儿
童安全座椅固定设备（ISO�FIX）
等安全配置一应俱全， 全方位呵
护驾乘者安全。

安全之外， 当然还有更符合
年轻人期待的娱乐和实用配置，
包括多功能方向盘、DA 智能屏
互联系统、 一键启动系统等智能
配置的搭载全面凸显了先进性与
科技感； 而同级别车型都没有的
人性化后排空调出风口， 则在丰

富价值内涵的同时， 提升了整车
的舒适性。

心动不止如此， 年底购买哥
瑞， 还能享受购置税减半的优惠
政策。还在等什么，赶快前往各大
特约店一探究竟吧。

日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
示，2017年起，新能源汽车补贴
标准将逐步下调，2020年以后
补贴政策将退出。

与传统汽车销售不景气形
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能源汽车产
销的火爆局面。 有专家表示，目
前过分依赖国家和地方补贴是
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瓶颈。2015
年政府投入的补贴预估至少超
过300亿元。那么，没有了补贴
政策的新能源汽车将如何在汽
车市场中生存？

数据：产销量均大增

据了解，目前新能源汽车市
场销售中，私人购买数量大大提
高。 据工信部装备工业司透露，
私人消费的新能源汽车比例在
明显提升，2014年占新能源乘
用车总量的54%， 而2015年这
个比例已提高到72%。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新
能源汽车生产340471辆， 销售
331092辆， 同比分别增长3.3倍
和3.4倍。 对于2016年中汽协预
测全年销量70万辆左右， 比去
年多一倍。

面对一片蓝海，各新能源车
企业都提高了2016年的销量目
标。其中，奇瑞新能源车从去年
1.5万辆到今年5万辆； 北汽从2
万辆，提到7万辆。知豆从3万辆

提到5万辆。

困境：过分依赖补贴

高额补贴等利好政策，使得
新能源汽车市场呈现一片繁荣。

2010年政府开始实施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根据新能源汽车补
贴的普惠制， 除中央层面补贴外，
地方财政也会按照与中央1:1的比
例给予政策补贴，甚至省、市会进
一步发放双重补贴。单车最高可得
补贴12万元。 一辆纯电动大巴，补
贴最高可以达到上百万。

按照2020年要实现新能源
汽车累计推广500万辆的目标
计算，“十三五”期间新能源补贴
额要支出3900亿。 国家科技部
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科技特
聘专家王秉刚透露，某些地方政

府已不堪重负。

出路：研发技术上下功夫

失去了“补贴”的新能源汽
车将如何维持火爆？

2020年之后， 所有的补贴
政策可能会全部取消， 王秉刚
说：“如果车企还盯着补贴看，终
有一天会出大问题的。”

靠地方的加倍补贴来卖好
车不是长久之计，也不利于这个
行业的健康发展，没有任何一个
产业能够靠补贴长期维持。

王秉刚表示，新能源汽车要
想维持销量或者有所突破，就必
须在研发技术上下功夫，只有技
术不断成熟产品进步，进而成本
下降提高产业化程度，才是新能
源汽车的生存之道。 ■陈龙

补贴下调 倒逼新能源车自救

“金旋风集团将在
长沙打造中南地区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展厅，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也
将成为整个汽车行业
未来的发展趋势。”日
前， 在腾势试驾会上，
金旋风集团董事长尹
沫畅谈了他对湖南新
能源汽车市场的美好
愿景。当日，位于麓谷
汽车世界的湖南首家
腾势店也正式开业。据
悉，腾势的起步指导价
是36.9万元，享受了政
府补贴后最低 25.5万
元。

“这还是我第一次
驾驶纯电动汽车，与驾
驶燃油车比起来完全
是两种感觉，它的起步
快速平稳，没有了发动
机的轰鸣声，胎噪和风
噪也几乎听不到，汽车
的内饰也是源自戴姆
勒集团的纯德系工艺
打造，做工非常精致。”
车友表示。

BMW�i3助力马拉松

日前，2016厦门国际马拉松赛正
式开跑。 作为赛事的战略合作伙伴，
BMW再次派出革命性的新纯电动
BMW�i3出任赛事的计时先导车，一路
领跑相伴。新纯电动BMW�i3是全世界
第一款从设计伊始就采用纯电力驱动方
式，从而实现零排放行驶的豪华汽车。

据了解， 来自全国各地逾千名
BMW车主、 员工以及品牌爱好者齐
聚厦门， 组成BMW方阵参加了此次
马拉松， 与近八万跑者共同追逐奔跑
的快乐，展现了BMW品牌及BMW�i3
所倡导的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和坚持
梦想、创造奇迹的精神。 ■樊超

金杯专业物流车上市

1月24日， 华晨金杯在湖南湘晨
4S店隆重发布了新海狮、大海狮专业
物 流 新 款 车 型 。 新 海 狮 售 价 为
7.38-8.18 万 元 ， 大 海 狮 售 价
9.98-10.68万元。

此次全新上市的新海狮采用全新
的制造工艺，从专业配备、高效空间与
灵活操控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行业用
车的价值。新车超大平整的车身表面适
合粘贴车体广告， 能有效传播用户信
息。内装有专业铝制地板，耐磨耐脏。同
时，配备多功能座椅，可折叠前翻，操作
便捷，载人载物随需切换。 ■杨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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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势纯电动车
进入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