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型 市场售价 0-100m/s
加速性能（S）

综合工况下百公里
油耗（L）

秦 Pro�DM 14.99 万 -17.69 万 5.9 1
保时捷 Macan�S 64.8 万 5.4 9.8

宝马 330i 56.96 万 5.9 6.4
奔驰 E320L 62.98 万 5.7 8.7

奥迪 A5�45�TFSI�quattro�运动型 48.48 万 5.8 6.7

车载操作系统 代表车型 屏幕尺寸 功能简介

Dilink 智能网联系统 秦 Pro 12.8 英寸
自动旋转、8 核、开放式系统、300 多万款 APP、智能手环钥匙、云
服务、OTA 整车升级、D++ 开放平台

On�Star 系统 别克 VELITE 8 英寸 双核、封闭式系统，不具备 OTA 整车升级功能，非开放平台
MIB 系统 全新迈腾 8 英寸 双核、封闭式系统，不具备 OTA 整车升级功能，非开放平台
G-Book 卡罗拉 8 英寸 双核、封闭式系统，不具备 OTA 整车升级功能，非开放平台

车型
秦 Pro DM 1.5TI
自动智联锐耀型

本田思域 220TURBO
CVT 尊耀版

卡罗拉 2017 款改款
双擎 1.8L E-CVT旗舰版

奥迪 A3 2019 款 Limousine
40 TFSI 运动型 国 V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 ● — ○
主动刹车 / 主动安
全系统

● ● — ○

全景摄像头 ● — — —
定速巡航 ● ● ● ○
自适应巡航 ● ● — ○
自动驻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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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级最运动的中级轿车，
秦 Pro� DM必须了解一下！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15 万元是紧凑
合资车的天下，这个价位的合资紧凑车型配置比
较丰富，动力也算充足。 但随着自主品牌迅速崛
起，一些厂家推出可媲美 B 级高配车型水准的产
品，对 15 万级合资车型形成错位竞争，形成全
面打压之势。比亚迪 9 月份推出的秦 Pro DM 就
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补贴后 14.99 万起售。

秦 Pro DM 基于比亚迪全新架构 BNA 打
造， 该架构由国际化的全擎全动力智造平台、引
领智能 AI 科技的智联平台、开放车机硬件的自
动驾驶平台以及领先全球的新能源平台构筑，堪
称 “高阶智能汽车孵化器”， 并已成为 “爆款工
厂”，诞生于 BNA 的全新一代唐、宋 Max，以全方
位产品成为市场宠儿，上市即掀起热销浪潮。 接
棒而来的秦 Pro，在设计、动力操控、智能网联、
空间、配置、使用成本等各方面均完胜同价位合
资车。

秦 Pro� DM 在由国际设计大师艾格雕琢的
Dragon� Face设计语言加身后，无论是细节的刻画
还是特征线条的修饰都彰显出不错的视觉冲击力，
更显大气、运动，成为媒体口中的“中国最美中级轿
车”。

秦 Pro 大气醒目的“龙嘴”、“龙须”、“龙爪”，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动感又不失优雅。 秦 Pro 采用
了流星曲线溜背造型， 保证十足运动感的同时，也
兼顾考虑了车内后排驾乘空间。 尾部线条，秦 Pro
较为简洁， 晶耀无缝贯穿式 LED 尾灯透露出高级
感。由星蓝悬浮唤醒式 LED 前大灯、流水能量转向
灯以及晶耀无缝贯穿式 LED 尾灯组成的 Dragon�
Beam 车灯，交互性、科技感、质感十足，更加符合
年轻潮流人群的偏好。

内饰方面，秦 Pro� DM 中控极少实体按键，诸
多功能集成于一块 12.8 英寸 8 核自适应旋转悬浮
Pad，极具科技范。

在动力上， 秦 Pro� DM 堪称最
强插混中级轿车， 搭载了第三代
DM 技术，秦 Pro 动力性、经济性、
平顺性更进一步， 百公里加速时间
仅为 5.9 秒，秒杀同价位区间其他车
绰绰有余，即使面对价格 50-60 万
的性能豪车， 秦 Pro� DM 也丝毫不

逊色。 其综合工况下百公里油耗仅
1L，更是诚意十足。

不仅仅是加速， 汲取了多年
CRC 赛事经验， 以及经由前奔驰底
盘专家汉斯·柯克的调校， 秦 Pro�
DM 的操稳性也受到市场的一致认
可。

作为首款搭载比亚迪生态开放
系统的智能轿车， 秦 Pro在智能网
联方面也处于行业引领的地位。 12.8
英寸 8核自适应旋转悬浮 Pad，可根
据 APP 运行环境自动旋转为横屏
或竖屏；跑分 8万 +，流畅到“吃鸡”、
王者荣耀无压力； 兼容 300多万款
手机应用；搭载智能语音控制系统；

搭载云服务功能；并可以实现 OTA
整车升级，根据用户需求进化出无限
可能的车载应用， 如现阶段秦 Pro
已初步具备 L2级别自动驾驶动能，
未来实现 L3 级别自动驾驶功能也
不遥远， 这样秦 Pro将成为一款可
无限进化的AI新物种。 纵观国内市
场，绝大多数智能网联系统还停留在

封闭状态， 与比亚迪的开放平台相
比，完全是两个时代的产物。

除了智能网联系统， 秦 Pro的
智能主被动安全配置也非常丰富，
为确保驾乘人员的安全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秦 Pro的座椅通风加热、主
副驾座椅电动调节等配置， 则极大
提高了消费者的用车便利性。

车型 轴距 长 宽 高

秦 Pro�DM 2718mm 4765mm 1837mm 1495mm

本田思域 2700mm 4649mm 1800mm 1416mm

奔驰 C 级 2840mm 4704mm 1802mm 1471mm

奥迪 A3 2629mm 4462mm 1810mm 1454mm

秦 Pro� DM 尺寸为 4765x1837x1495mm，
轴距为 2718mm， 即使与奔驰 C 级相比也不逊
色，保障驾乘人员在车内有足够舒展的空间。

作为比亚迪王朝系列的开山之作， 同时
也是全新 BNA 平台的首款轿车，秦 Pro DM
可以说是全副武装上“战场”。 除了全方位的
产品实力，秦 Pro DM 作为新能源车，免征购
置税、 车船税， 加之综合工况下百公里油耗
1L， 它在使用过程中也能为消费者不断制造
惊喜，为消费者提供超值体验，不失为 15 万
级轿车一个很好的选择。

百公里加速 5.9 秒，这是一款赛事级轿车

Dragon�Face 设计，
这是一款百看不厌的车

总结：

智能安全两不误，这是一款配置应有尽有的中级车

越级尺寸宽适空间，
这是一款超宽敞的移动沙发

以“致敬秋收起义”为主题的 2018 湖南
秋季百公里已于日前落下帷幕。 超过 1.2 万
名毅行者从长沙中盈广场出发，在两天时间
内穿越长沙、湘潭和株洲三座城市，致敬秋
收起义，展现新时代青年形象。 他们前行的
身影是湘江边今年秋季最壮丽、最动人的风
景。

在这道景色中，有一支由梅赛德斯 - 奔
驰 GLA� SUV、梅赛德斯 - 奔驰 GLC� SUV
等奔驰车型组成的车队格外惹人注目。它们
是本次湖南秋季百公里的媒体指定用车，车
辆均由十五年的长沙奔驰老店———湖南仁
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在湖南仁孚

的鼎力支持之下，毅行者们在途中的精彩瞬
间被镜头更好地捕捉了下来。湖南百公里的
赛道也因此而更加精彩。

为年轻喝彩，湖南仁孚奔驰
牵手湖南百公里

1 万多名毅行者， 近 1000 名工作人
员、志愿者……湖南百公里，是我国规模最
大的长距离徒步活动之一， 是毅行者向自
己发起的一场勇气的对决与毅力的比拼。
据不完全统计， 从 2007 年到 2018 年，参
加湖南百公里的毅行者已逾 15 万人。湖南
百公里已影响数十万计有想法、 有胆量的
年轻人，用脚步丈量世界。在湖南高校圈甚
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湖南上大学，除
了毕业证、献血证，你还需要一张湖南百公
里毅行证”。

正是因为湖南百公里在年轻人中难以
抗拒的吸引力，促使了湖南仁孚奔驰和湖南

百公里的这一次“牵手”。
据全球领先的消费者数据和分析服务

企业 J.D.Power（君迪）最新发布的 2018 中
国汽车销售满意度研究结果显示，“80 后”
加上“90 后”的购车群体，在调查人群中的
占比已高达 81%。车市年轻化已成为一个不
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各主机厂商开始争
相迎合年轻消费者需求，不仅推出了一大批
符合年轻消费者审美和喜好的主力车型，而
且开始在营销渠道、营销模式等方面大做文
章。 奔驰当然也不例外。

湖南仁孚奔驰市场部负责人表示，“奔
驰车主群体已经越来越年轻，包括推出的很
多新车也越来越年轻化，并且相当一部分是
专为中国市场打造。这次之所以牵手湖南百
公里，是因为百公里的主题和品牌年轻化战
略下的奔驰非常契合，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
动向年轻人传递正能量，帮那些敢于挑战自
我的人记录下他们每一次的全新出发。 ”

为旅途添趣，湖南仁孚奔驰
车队闪耀湖南百公里

在刚刚结束的 2018 湖南秋季百公里
中，湖南仁孚奔驰派出了一支由梅赛德斯 -
奔驰 GLA� SUV、 梅赛德斯 - 奔驰 GLC�
SUV 等组成的车队作为媒体指定用车。 在
它们的鼎力支持之下，毅行者们在途中的精
彩瞬间被镜头更好地捕捉了下来。

正所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
人在楼上看你”。 就在车队记录毅行者行走
轨迹的同时，这支抢眼的仁孚奔驰车队也成
了诸多毅行者镜头里的风景。

徐同学是湖南工程学院的一名大三学
生，他的手机里记录了不少湖南仁孚奔驰车

队的照片。“我是一个比较喜欢车的人，平时
有空会经常逛逛汽车论坛。今天这几台车中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奔驰 GLA� SUV，因为
它看起来十分年轻、有活力，很有跨界车的
范儿。 ”

与 2018 湖南秋季百公里同期举行的还
有湖南百公里手机摄影大赛。 据介绍，湖南
百公里手机摄影大赛由入湘十五年的湖南
仁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冠名， 主题为
“入湘十五载，仁孚星精彩”。 参与活动更可
赢取由湖南仁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提
供的折叠自行车、拉杆箱等精美奖品。

据悉，坐落在长沙市中南汽车世界 A01
（长沙收费站旁） 的湖南仁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是长沙首家奔驰 4S 店， 也是湖南
最大的特许服务中心。该店是梅赛德斯 - 奔
驰、 梅赛德斯 - 迈巴赫、smart 以及腾势电
动车授权经销商， 在行业内一直口碑极好，
客户满意度非常高。 笔者获悉，湖南仁孚也
一直以“成交才是服务的开始”为宗旨答谢
广大奔驰车主，该店光是一年的客户关怀活
动就有近百场。自 2003 年入湘以来，湖南仁
孚通过不懈努力日趋壮大，截至目前，在职
员工超过 200 余名，其中 10 年以上的员工
20 余名， 5 年以上的员工 80 余名。 湖南仁
孚奔驰市场部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将
以不尽的智慧和坚实的步伐，以客户体验员
工体验为主，实现湖南仁孚成为核心发展的
新跨越。

湖南仁孚奔驰全程助力
2018 湖南秋季百公里

(本文图片均由比亚迪汽车提供)

前行中的湖南百公里毅行者。

2018 湖南秋季百公里路上，湖南仁孚奔驰车队陪伴毅行者前行。

比亚迪秦 Pro DM

比亚迪秦 Pro DM 内饰 比亚迪秦 Pro DM 丰富的主被动安全配置

比亚迪秦 Pro DM 后排座椅

比亚迪秦 Pro DM

湖南仁孚奔驰车队在
2018 湖南秋季百公里途中。

毅行者陆续抵达湖南 2018 秋季百公里终点。

(本文图片均由湖南百公里媒体摄影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