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85 后”、“90 后” 已逐渐成为汽
车消费主力，他们对汽车的造型设计、驾控
体验、科技互联等有着不同以往的高要求。
本次发布会，奕歌共推出青春、无畏、梦想、
信念、真我五个版本车型，以极具竞争力的
产品配置和多样化价格区间组合， 为向上
奋斗的都市青年带来充分选择权。

在“激活新灵感”的品牌宣言下，潮流
车型奕歌力图打造的不仅是年轻化与运动
化的美学造型设计，更是驾驭激情、科技智
能的行车体验。凭借全新设计语言、领先驾
控性能、越级智能安全等优势，奕歌传递出
自信、乐观和向上的态度，为广汽三菱品牌
年轻化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基因。

激活视觉魅力， 外观造型出众， 更出
色。 由日本顶级设计大师国本恒博领衔设
计，奕歌以“无限动感、无畏挑战”为设计理
念， 采用家族最新 Dynamic� Shield 前脸，
配合上扬双腰线、动感溜背造型，以及贯穿
式尾灯高位设计， 营造出时下年轻用户追
逐的潮流视觉观感。

颜值与舒适从不对立！ 遵循“形随机
能” 设计哲学， 奕歌轴距达到同级领先的
2670mm， 后排座椅也可实现多向调节和
折叠组合，完美兼顾乘坐和储物需求。在内

饰细节上， 奕歌则采用了大面积的软性皮
质包裹， 中控台也选择了整体结构对称的
人性化设计，匹配恰到好处的装饰线条，更
显豪华质感。

激活驾控魅力， 打造同级领先动力操
控，点燃澎湃驾驭激情。 运动、速度从来都
是年轻人的追求！传承三菱百年造车基因，
奕歌搭载了三菱汽车最先进的 4B40
（1.5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原装
进口的三菱 INVECS-III� CVT 变速器，兼
顾强劲动力和节能环保， 满足国内消费者
对高性能和低能耗的双重需求。不止于此，
奕歌还搭载了三菱独家的 S-AWC 超级全
轮控制系统， 以及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
后四连杆式独立悬架的专业级 SUV 底盘
技术，不遗余力地为消费者带来非凡驾趣。

激活科技魅力，全方位升级智能科技，
创求舒心驾乘体验。在产品配置上，奕歌展
现出越级的智能安全和价值魅力， 不管是
常见于豪华车的 HUD 抬头信息显示、8 英
寸悬浮式中央显示屏、7 大安全气囊、座椅
加热、全景天窗等高端配置，还是 360°全
景影像监控系统、ACC 自适应巡航控制系
统、FCM 前方碰撞预防辅助制动系统等实
用功能，都给了年轻消费者快意驰骋、跨越
局限的信心。

作为雷诺 - 日产 - 三菱联盟首款战
略车型、 三菱汽车新百年首款全球战略车
型、 广汽三菱首款全球同步上市的战略车
型， 奕歌的出现之所以能引起各界的强烈
反响，既得益于强悍的越级实力，也与品牌
精准的年轻化定位密切相关。以“激活新灵
感”为自信宣言，奕歌的面市将全面激活广
汽三菱品牌年轻化基因， 开启企业进击年
轻化 SUV 市场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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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12.98万元起
广汽三菱奕歌震撼上市

延续激活的品牌主张， 和年轻人玩到
一起， 奕歌在杭州造起了一座“Dream�
City”，并邀请数位象征着不同“年轻”精神
的明星大咖站台， 完美上演了一场星光熠
熠的上市大“SHOW”！

以歌手身份出道， 屡次登上国际时尚
舞台的李宇春活力登场， 倾情献唱三首经
典曲目，用吸睛十足的热情歌舞，完美传递
奕歌“激活新灵感”的品牌精神，引发台下
阵阵欢呼。

当晚， 风靡乐坛的唱作歌手李荣浩也
一道亮相发布会， 以三首耳熟能详的热门
歌曲点燃现场， 惊艳演绎了奕歌的潮流魅
力和“激活”主张。

而知名读书会创始人樊登， 则献上了
自己的《梦想》舞台剧首秀，讲述都市青年
不忘初心、逐梦而行的故事，精准展现奕歌
的目标人群画像。

敢于挑战，追求个性，但也行动务实，
是当代多维青年的真实写照。 深谙目标群
体需求， 奕歌自信面对不断升级的消费市
场：“基于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察， 奕歌

定位于‘新主流 实·尚 SUV’，以产品性能
的‘实’和造型设计的‘尚’，为年轻消费群体
打造一款兼具美感与实用价值的新主流
SUV。 ” 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李曲明说
到。

活动当晚，广汽三菱还开启了 1000 台
奕歌优先提车权秒杀活动，18 秒即全部秒
杀完毕， 将发布会氛围推向高潮。 伴随
12.98-18.58 万元售价的公布，奕歌进军车
市的“征程”被全面激活，将有望成为继欧蓝
德之后又一爆款车型。

11 月 6 日，国内成长最
迅速、竞争日趋激烈的 SUV 市场

迎来重要时刻———备受关注的潮流车
型奕歌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上市，全

系共推出青春、无畏、梦想、信念、真我五个版
本，官方指导价 12.98-18.58 万元，力证“新
主流 实·尚 SUV”实力。

以“激活新灵感”为品牌口号，奕歌更吸引
新生代实力派歌手李宇春、 李荣浩和知名主
持李锐，及樊登读书会创始人樊登站台助

阵。当晚，奕歌也惊喜开启 1000 台优
先提车权秒杀活动， 将发布会

推向高潮。

奕歌上市厂家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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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2018� “富硒之乡·南
有新田”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在湖南
新田南国武当山赛车场圆满落幕，云南
巨人集团赛车队澳大利亚车手 JAMS�
COREY� GREME 和许健豪分别夺得进
口 250CC 车型 A 组和国产 250CC 以
下车型 A 组个人冠军， 进口 250CC 车
型 B 组和 C 组个人冠军分别被浙江波
速尔车队的王克和广东新会气派摩托
赛车队的胡博淋所夺得，华洋赛车队的
李昱漳则拿下国产 250CC 以下车型 B
组个人冠军。 内蒙古草原荣耀蒙古王赛

车队的苏尼尔和陈亮包揽 150CC 组个
人前二，青少年组个人冠军被广东新会
气派摩托赛车队的段军睿收入怀中。

据介绍，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是
湖南新田南国武当山赛车场继举办中
国超级卡车越野大赛、中国汽车场地越
野锦标赛等国家级赛事外，又一项国家
A级（最高水平）的汽摩运动赛事。

中国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落户新田，
将为新田县文体旅融合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为新田打造汽摩
运动小镇助力。 （谭遇祥）

“本店老板找对象，我有车，你有爱情吗？ ”近
日，花生好车长沙星沙店挂出的一条横幅引起商
家连锁反应，好多门店纷纷跟帖，围绕单身、爱情
主题来了波“双十一”的互动小高潮。

“有车不是关键， 你给她一个家”，“想抓住
TA 的心，先抓住 TA 的胃，楼主这种只抓过方向
盘的人是不懂的”，“你一定是膨胀了， 都开始想
找对象了，来做个 SPA 冷静一下”……一时间，各
种有趣诙谐的商家条幅文案迅速霸占了长沙人
的微博和微信朋友圈。 而一系列商家的互动也在
网上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截至目前，相关微博话
题的阅读量已达 1.1 亿， 最高登上微博热门话题
第 4 位，引发了大量微博大号的自主转发。

据悉，这一波火热刷屏背后竟是门店负责人的
“无心插柳”。最先挂出条幅的花生好车长沙星沙门
店负责人小黄告诉笔者，“刚开始只是觉得好玩，
‘双十一’应个景，没想到竟然火了，到店里咨询买
车、拍照的人也多了不少，成网红店了。 ”而临近的
几家拉条幅的门店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是觉得花
生好车的条幅挺有意思， 想来也是一个变相推广，
就自己想了文案出条幅“跟帖”。 “一条小小的横幅
既能娱乐大众，还增强了店铺的曝光度，这一波‘光
棍节’的助兴，也算小有收获了。 ”花生好车星沙店
隔壁的全时便利店小哥笑着说。 (刘宇慧)� � � �

“双十一”
花生好车网络走红

车市“入冬”
多款 SUV 长沙“添火”

2018中国摩托车越野赛在新田站圆满落幕

刘宇慧 谭遇祥

据工信部网站 11 月 12 日消息 ，
2018 年 10 月， 汽车产销同比明显下降。
10 月，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33.4 万辆和
238 万辆，同比分别下降 10.1%和 11.7%。
尽管车市已经“入冬”，但在 SUV 领域，市
场争夺战依然火爆。 近日，包括广汽传祺
全新 GS5、广汽三菱奕歌以及还未正式上
市的东风启辰 T60 在内的多款 SUV 纷
纷在长沙市场亮相， 并结合多种营销方
式，争夺长沙消费者芳心。

东风启辰 T60 解锁“车家
互控”黑科技

近日， 东风启辰 T60 品鉴会在长沙
举行，品鉴会上，T60 最大的卖点———“车
家互控”智联黑科技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
来。 凭借着不俗的产品硬实力和 9-12 万
元的诚意预售价格， 东风启辰 T60 迅速
收割了不少拥趸。

东风启辰 T60 是国内首款实现车家
互控的 SUV， 智能黑科技的体验是此次
品鉴会的重头戏之一。 对于年轻人来说，
车辆不仅仅是代步工具， 更是聪明有趣、
智联世界的生活伙伴。作为中国汽车大脑
持续进化的代表作，T60 能主动思考、主
动服务，在满足客户大需求的同时还能制
造小惊喜，给消费者带来更高价值感的用
车体验。

数据显示， 东风启辰 1-10月终端累
计销量突破 11万台，同比增长 4.9%，实现
逆市上扬。 其中， 智联版车型销量最为抢
眼。 东风启辰“中国汽车大脑”的智能标签
已获市场的高度认可， 启辰 T60的推出，
不仅扩大了启辰品牌智能化车型的产品
线，还为今年竞争激烈的 SUV市场提供了
更多选择，必将助力启辰
销量再提升。

奕歌首发， 广汽三菱全系
车型演绎极致驾感

日前， 广汽三菱年度大趴———2018
广汽三菱登峰极致体验之旅在长沙举行。
由奕歌和欧蓝德领衔， 祺智 PHEV 以及
2018 款劲炫组成的全系最强产品阵容惊
艳登场，一展广汽三菱越野与城市兼顾的
全新品牌形象。

其中，奕歌一经亮相便成功吸引了全
场的目光， 作为广汽三菱今年的全新成
员，超高的颜值和不俗的实力，令许多试
过的客户爱不释手。有当地专业汽车媒体
在试驾过后更是赞不绝口，“奕歌融合了
时尚轿跑的酷炫造型与动感 SUV 的机敏
性能，特别是试驾过程中表现出的出色操
控性能，相信日后必将成为爆款车型。 ”

一直以来，广汽三菱始终坚持以专业
技术优势及 SUV 专长， 为用户创造愉悦
生活。 此次，广汽三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大型试驾体验活动，正是通过多种驾趣体
验，展现全系产品的魅力，为参与者带来
“专业、愉悦”的驾乘体验，全方位拉近品
牌与用户的距离。

全新传祺 GS5 携购车礼
遇登陆长沙

日前，备受消费者期待的中型 SUV新
标杆———全新传祺 GS5在长沙正式上市。
新车共带来 9个版本， 售价区间 10.98万
元 -16.98万元。 与此同时，全新传祺 GS5
带来“2 年 0 利率”专属金融礼遇以及“整
车三年或十万公里免费保修政策”。

作为广汽传祺新十年的首款产品，全
新传祺 GS5 在传祺谱系中有着承上启下
的特殊意义。 六年前，凭借出众的设计与
卓越性能，GS5 在 15 万级 SUV 市场树
立起中国品牌标杆， 开辟了中国高品质

SUV 的先河。6 年后的今天，全新传
祺 GS5 以广汽传祺新一代造

车技术的加持焕新归来，既
是对经典的致敬也代表

着传祺未来的产品发展方向。 它不仅肩
负着巩固传祺 SUV 市场地位的重任，也
承担着品牌向上的使命。 于市场而言，在
增量市场转为存量市场的争夺战中，全

新传祺 GS5 将担纲起自主品牌上攻的
重要角力者， 撬动牢牢为合资高端所把
持的 A+ 级 SUV 市场，成为中国品牌高
端突破的又一标杆。

广汽三菱全新 SUV 奕歌。 （广汽三菱供图）

东风启辰 T60。 (东风启辰供图)

“双十一”期间，花生好车长沙星沙店挂出
并引发刷屏的条幅文案。 （花生好车供图）

李宇春助力广汽三菱奕歌上市。

（本文图片均由广汽三菱提供）

李荣浩助力广汽三菱奕歌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