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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汽大众 SUV 的
开山之作，T-ROC 探歌有
着时尚的外观造型、令人惊
喜的内部空间、极致的操控
和超标准的配置。

外观设计上，探歌打破
传统SUV造型束缚，呈现出
年轻、时尚、动感、活力的一
面。车身正面，横贯式上格
栅与 LED 灵犀大灯巧妙连
接，配合蜂窝状下格栅，构成
了探歌标志性的“X”型前脸，
搭配极具辨识性的环形LED
日行灯。

配置方面，探歌拥有大
尺寸全景天窗、Beats Audio
音响系统、Alcantara 高级材
质座椅、10.3英寸Active In-
fo Display全液晶数字仪表、
电动尾门等越级配置。

探歌的价格也令人心
动，12.98万元起。

首款纯电动EQC

9月 5日，奔驰首款纯电动 SUV——EQC，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首发亮相，并将于2019
年导入北京奔驰合资公司，在中国实现国产并上
市销售，届时将形成德国不来梅和中国北京双工
厂全球同步生产的格局。据奔驰方面介绍，国产
的EQC将采用宁德时代的电芯。

从整体设计来看，EQC并非是颠覆性的，它
看上去“非常地奔驰”；EQC采用锂离子电池组，
共6个电池模块，电池容量达到80千万时，理想
续航里程为450公里。尤为引人关注的是，在产
品验证中，EQC不仅在“三高”环境、“风洞”下完
成测试，还使用了200辆样车，累计采集450万公
里的实际道路测试，并在德国、芬兰、意大利、西
班牙、沙特、南非、中国等国家，开展了路试。

谈及奔驰电动车的整体理念，奔驰汽车集团
全球总裁蔡澈更强调安全、性能等传统车必须具
备的特质。“奔驰设计电动车的初衷并不仅仅在
于外观，它必须在各种自然条件下保证强大的功
能”，蔡澈用一连串的数字和实例举证，“我们在
西班牙南部零上40度的高温下测试，在瑞典北
部零下35度的环境下测试，电动汽车不能畏惧恶
劣的自然条件。只有在这些地方做到了，你才可
以放心在其他地方使用”。 （本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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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小区私人车位
不少小区车主都有过私人车

位被占的遭遇，相信大家当时都
会有砸车的冲动。这种占用私人
车位的行为直接损害了车主的利
益，当然会招致车主的强烈反感。

解决方法：指望物管人员帮
忙看管私人车位显然不切实际，
车主可在自己的车位上摆放桩筒
等障碍物，以防止他人占用；最有
效的方法还是加装一把地锁，虽
然投入较大，但效果最好。当然，
要彻底消除这种行为，就需要车
主们自觉，不占用私人车位，从自
身做起，顾己及人。

●停放在路口禁区
一些夜归的车主，由于找不

到车位，便将车停在车库门口或
路口，但他们又偏偏不是早出门
的人，这就让那些清早赶上班的
车主崩溃了——被乱停乱放的车
堵住去路。遇上这种堵路的车，
谁都会有把它扔到十万八千里外
的念头，有人甚至会做出不理智
的毁车行为。最坏的情况，就是
会阻挡消防车或救护车等紧急车
辆，妨碍救灾救人。

解决方法：这种行为同样要
靠车主自觉，时刻提醒自己要做
一名有素质的车主。假如车主实
在没有办法，只能冒着被人砸车
的风险将车停在小区内的禁停
区，也别忘了在车窗显眼位置附
上一张纸条，写上自己的姓名和
联系方式，还有抱歉的话。这样
做，既能让别人及时通知你挪车，
也能让人消消气，把负面影响降

至最低。
●一车占两个停车位
当你在小区内苦苦寻觅车位

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却发现这
个车位被旁边的车占了，位置根
本不够停，砸车的念头又冒出来
了。这种霸道的停车行为，在并
列式车位中相当常见。最霸道的
要数将车停在两个车位中间，剩
下的空位连 smart 都难进；还有
车主喜欢将车压线停放或打斜停
放，旁边的空位即使能停车，别人
也开不了车门。

解决方法：出现这种情况，可
能是车主没有意识到不妥，也可
能是车主车技太烂。不管怎样，
车主在小区车位内停好车后，要
观察一下自己的车是否停在正确
的位置，是否会阻挡旁边车位的
车辆停放。花些时间多做一点点
事情，总比被别人骂缺德或嘲笑
车技烂要好。

●夜归小区乱鸣喇叭
在小区内经常能听到很不和

谐的汽车喇叭声，一些车主在深
夜回小区时，为了催促门卫开门
或安排车位，也习惯鸣喇叭。这
种扰人清梦的低素质行为相当惹
人讨厌。

解决方法：这种行为属于主
动性质，需要车主们自觉改正。
作为一名有素质的车主，应避免
在深夜鸣喇叭；即使是在白天，也
应该避免在小区内鸣喇叭。假如
车主需要门卫开门或安排车位，应
该下车告知或闪车灯提示，自觉
营造小区的安静环境。（郑成河）

这样停车遭人嫌

汽车圈

车天下

从今年6月开始，部分汽车企
业和经销商试水通过推新、降价
来促进淡季销售。过去半个月，
每两天就有汽车企业宣布降价。
尽管优惠幅度不大，多在 5000 元
左右，但胜在人人有份，只要买车
就能够获得，并且不与经销商现
有的优惠相冲突——这在以往，
并不多见。

在我看来，中国车市连续那
么多年的蒙眼狂奔，现在慢下来，
是一种合理的调整。

君不见中国交通从保有量、
道路硬件到用车习惯，再到人车
关 系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发 展 不 对
称。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交通运
输部 2017 年 12 月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虽然近年来我国道路交
通事故降幅明显，但依然高发。
目前，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年死亡
人数仍高居世界第二位，遏制道
路交通事故高发、降低交通事故
伤害仍然任重道远。

不说不知道，我国新手司机
多，3亿多驾驶员里面，约有10%驾
龄不到一年。而且，路怒症严重的
老司机似乎越来越多，具体体现在
对交通规则不够重视与敬畏。

这些年下来，作为一名老司
机，我的驾驶最大感受是，相比于
过去，不少人驾车出行习惯日益
焦虑：为了节省十几秒钟，反复在

车流中穿梭；看到车队排长龙，第
一反应是开着车到前面插队；看
见黄灯，不是踩刹车，反而是多踩
一脚油门；甚至因为争一口气，非
要将刚才超车的车再超回去。

着急，甚至是焦虑的心态，不
止体现驾车，还体现在中国汽车
行业的其他环节。汽车企业们
急着占领市场，扩大市场份额；
经销商每天盘算着今年要卖多
少车，可以拿到多少个返点；行
人变成了低头族，外卖骑手不看
红绿灯，共享单车骑手在马路左
穿右插。

实际上，真正见惯行业潮起
潮落的汽车巨头们近 5 年一直在
努力慢下来，实现持续性发展，能
够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销售
数量并不是最重要，产品质量、消
费者和口碑也是关注重点，他们
对汽车的理解，可能对中国汽车
产业下一步发展带来启示。

于个人，慢下来，多倾听下身
体的声音，多关爱下家人，比什么
都重要；于汽车社会，让保有量增
长和其他配套共同进步，是一件
好事；于汽车企业，要学会慢下
来，反思下品质有无再提升的空
间，更是成就百年企业的基石。

如何拥有高质量高效的发
展，是当下每一个汽车行业参与
者需要好好思考的。 （周伟力）

学会慢下来

车秀场

奔驰奔驰、、宝马和奥迪宝马和奥迪，，这这33家历史悠久的造车企业家历史悠久的造车企业———大家习惯称他们为—大家习惯称他们为BBABBA。。经过上百年的积淀与发展经过上百年的积淀与发展，，
BBABBA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风向标已经成为汽车行业的风向标。。现如今现如今，，它们已经开始发力新能源汽车它们已经开始发力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市场还会是一片祥和新能源汽车市场还会是一片祥和
吗吗？？届时届时，，竞争可能会越发激烈起来竞争可能会越发激烈起来。。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探歌——一汽大众SUV开山之作

奥迪首款量产纯电动奥迪首款量产纯电动SUVSUV———奥迪—奥迪e-trone-tron首款纯电动SUV首发

美国当地时间9月17日，奥迪首款量产纯电
动SUV——奥迪e-tron，在美国旧金山首发亮
相。新车基于奥迪纵置模块化平台（MLP）打造，
其搭载的大型高压电池可以存储高达95千瓦时
电量，由36个模块，432个锂离子电池组成，最大
续航超过525公里。

“奥迪e-tron绝对是奥迪历史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是奥迪电动化战略的启动信号”，奥迪汽
车股份公司技术研发董事彼得迈腾斯告诉记者，

“到2025年，奥迪将在全球重要市场中投放12款
纯电动车型，纯电动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将
占总销量约三分之一的份额”。迈腾斯介绍道，
除奥迪e-tron外，奥迪e-tron Sportback还将
于 2019 年首发。同时，一系列基于经典的
Avant及 Sportback车身设计的电动车型也将
推出。届时，奥迪电动车型阵容将覆盖从紧凑级
到全尺寸车型的各细分市场。

另外，奥迪还与大众集团内其他品牌在技术
研发方面紧密合作，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协同效
应。奥迪方面表示，2018年底，奥迪还将推出首
款基于另一电动平台的车型——奥迪 e-tron
GT概念车；奥迪还与保时捷合作开发了全新的
高端电动车平台——PPE，该平台将为多个车型
家族配备纯电动动力总成，并覆盖B级到D级细
分市场。

“我们没有创造电动车，但我们要做与别人
不一样的电动车”，奥迪股份公司管理董事会代
理主席布拉姆肖特说，“强大的奥迪基因将会注
入我们全新的纯电动车”。

最新概念车亮相

9 月 16日，宝马集团旗下最新概念车——
BMW Vision iNEXT，从宝马总部所在地——
慕尼黑出发，经美国东海岸城市纽约及西海岸城
市旧金山，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

宝马集团负责研发的董事傅乐希透露，这款
电动车的续航里程将超过600公里，而1-100公
里的加速时间会在4秒以内。更为靠谱的是宝马
集团给出了量产时间：将于2021年在宝马集团
位于德国丁格芬的工厂投入量产，并成为宝马集
团下一代的技术旗舰车型。

事实上，早在2016年，宝马在百年庆典上就
发布了全新第一战略，新能源方面的相关布局就
此展开。在2017年，宝马向全球用户交付了超
过10万辆电动汽车；进入2018年，其电动汽车前
8个月全球累计销量已达到82977辆，在华销量
也是首次超过1万辆。

“这些数字意味着我们有望实现今年14万
辆的电动汽车交付目标”，负责BMW品牌销售
和营销的宝马董事会成员诺达表示。

宝马

毋庸置疑，无论在全球，还
是在中国，奔驰、宝马和奥迪都
是高档燃油车领域的标杆。

如今，面对新四化浪潮，这
3家车企积极转身，借助各自的
特点寻求突破；聚焦新能源车领
域，3家争先拿出彰显各自品牌
的产品，并纷纷公布思虑成熟的
战略规划，以求在这场竞争中再
次成为打造标杆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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