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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万个指标发放之后，买车该怎么选

下半年还有这些新车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王竞一
6 月 20 日，杭州 4 万个“浙 A 牌”专项摇号指标出炉，
一时间参与者们几家欢喜几家愁：未中签的感慨“时运不
济”
，摇到号的又有了新的困惑——买什么车，怎么选？
杭城的汽车经销商已经摩拳擦掌，准备开始“抢人”
大战，毕竟 4 万个指标花落谁家，谁多谁少，都是各车企
与经销商们各凭本事争取的。

捧出
“诱人”优惠，
经销商诚意满满
“中奖的，请来找我，年内最低！”朋友圈里，林

店，一进门就可以

肯的销售顾问已经吆喝上了。一汽丰田迅速做出

看到
“至高
‘全免’
购置税”
、
“你的税，

了海报“五重礼遇任性购”。东风日产推出 6 月“厂

我包了”
这样的宣传标语。销售告诉记者，
上汽大众

庆”，不仅有真金白银的 5000 元消费券，还有限时送

全系有近2.5万元的优惠。雪佛兰4S店，
最新上市的

全险、置换至高补贴 1.9 万元，90 万份售后安心礼遇

新车型创酷 RS 摆在显眼位置，店内主推车型不

等 6 重好礼。

仅免税，还可参与砸金蛋等多重礼遇。广汽

在绍兴路汽车文化精品街区，
记者了解到，
许多
经销商都挂出了“免税”的诱人广告。上汽大众 4S

丰田店内优惠减半的车型上面都贴好了
宣传标语，
引导消费者针对性选购。

车企
“输血”
，下半年新车好戏连台
有政策扶持，车企更需新车型加持来帮助经销

新 2023 款的红旗 H5；新款

商输血自救。时值年中盘点时刻，各大品牌都在布

长安福特福克斯在经历了三

局下半年。

缸发动机导致的低谷期之后，终

6月21日，
东风日产宣布旗下三大品牌下半年共
有 9 款新车推出；
长城 WEY 有 5 款新车问世；
奇瑞有

于痛定思痛准备换回四缸发动机了。
还有配色惊艳的哈弗酷狗、走科技

瑞虎 5x PLUS 、艾瑞泽 5 GT、艾瑞泽 8 运动版等

风的广汽传祺影酷、中期改款的 2023 款奥

多款车型发布；预热了大半年的凯迪拉克 LYRIQ 锐

迪 A6L 等车型将于 7 月中旬上市。既能享受购

歌6月正式上市，
预计成为下半年的品牌主力。

置税优惠，又是全面换代升级，这些新车来得“及

这两年走在复兴之路的红旗品牌，也将带来全

时”，相信会吸引更多消费者关注。

30 万元级的大空间新能源车怎么选

大七座的 MPV 比 SUV 更“理想”
文/王静

大空间还得 MPV
舒适体验超
“理想”

千呼万唤始出来！6

在大空间新能源 SUV 中，理想 ONE 是一

月 21 日，理想汽车的第二

个大众选择。理想 ONE 仅支持 6 座，多人出行

款车型理想 L9 正式问世，

就会出现座位不够，或者行李不够放的尴尬局

在业内受到了广泛关注。

面。对于大家庭的出行来说，舒适感大打折

这款车被视为理想 ONE

扣。而且理想 0NE 搭配三缸的 1.2T 东安发动

的“奶爸 SUV”再升级，也

机，即便隔音再好，噪音和发动机抖动上有着

法、奔驰 V 级等 MPV
“头部”
车型用车体验，
取长补短，

可以看出理想汽车的战略

天生的
“缺陷”
。

不断革新。比如荣威 iMAX8 EV 采用宝马 5 系同款

就是抢占家用新能源市场

在舒适性上，MPV 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头等舱”
体验
百公里成本仅需 5 元钱
在设计之初，
荣威 iMAX8 EV 对标的是丰田埃尔

转向系统,比埃尔法开着更灵活，
指向性更佳；
外观造型

份额，将六座家用车进行

荣威 iMAX8 EV 拥有 3000mm 超长轴距，比

神似雷克萨斯 LM；选用埃尔法同级的 S-Nappa 真皮

到底。

理想 ONE 长出 65mm，车内空间拓展性强，储

座椅，
比奔驰 V 级的人造合成皮革更具豪华质感，
且用

物更便捷。

料更足；
在电池安全上，
魔方电池有着
“零热失控”
安全

随着油价攀升、三孩
政策出台，大空间的新能

荣 威 iMAX8 EV 第 二 排 配 备 太 空 舱 舒

源汽车市场，确实有无限

压航空座椅，全系标配座椅加热、通风和按摩

防护，
与比亚迪刀片电池方案异曲同工；
车身安全方面，
在目前最严苛的碰撞测试项目中，
25%小偏置碰撞成绩

潜力。可是适合多孩家庭

功能，并同时支持头枕 6 向调节、69 度超大角

媲美沃尔沃 XC90……取众家之所长，
打造出
“头等舱”

的车并不只有 SUV 一种，

度电动调节靠背、64 度超大角度电动调节腿

的尊贵体验，
敢与百万级MPV相媲美。

相比之下，以舒适、功能、

托等丰富功能，而理想 ONE 二排座椅仅支持

但这百万级的豪华用车体验，用车成本仅需百公

安全著称的 MPV 或许能

4 向电动调节、腰托 4 向电动调节、头枕 2 向手

里 5 元钱。荣威 iMAX8 EV 搭载上汽全新一代智能

满足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动调节，较荣威 iMAX8 EV 逊色不少。而且

高 效 电 机 ，峰 值 功 率 180kW，峰 值 扭 矩 350N·m，

今年 5 月，纯电 MPV

荣威 iMAX8 的第二排座椅具备 360mm 前后

CLTC 续航里程 550~570km，能满足城市通勤及短途

荣 威 iMAX8 EV 开 启 预

超长滑动空间，第三排座椅可翻折，打造出后

游，以每日通勤 50 公里计算，一个月仅需充两次电，百

售，
以 30 万元级的价格，
达

备厢魔术空间，大幅提升空间利用率。

公里成本低至 5 元。

到了媲美奔驰 V 级的百万

同时作为纯电动汽车，荣威 iMAX8 EV

上周，95 号汽油接近 10 元时代，油价上涨何时

“头等舱”
体验，
吸引着人们

没有发动机的噪音和振动，整体静谧性大幅提

休？纯电车才是终极之选。而在家用车领域，高续航

的视线从SUV转向MPV。

升，其采用多层静音玻璃隔绝车外喧嚣，为用

低成本更舒适的 MPV 荣威 iMAX8 EV 或将成为更

户营造出静谧私享空间。

多中产阶层的新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