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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
宋 Pro 大师设计更美更大气

2020 款博越沿用水滴涟漪回纹设计，
自 2016 年上市以来，3 年多几乎没有对外
观进行大改。

宋 Pro由奥迪、奔驰、法拉利前设计大师
携手打造， 采用全新的 Dragon� Face2.0 设
计语言，将德式精确与传统龙元素完美融合，
令宋 Pro独具经典魅力，却又不失现代感，相
比博越 3年前的设计也更具时尚范儿。

车灯方面， 宋 Pro 全车超 400 颗 LED
灯， 近光灯、 远光灯、 转向灯等全部采用
LED 灯源， 相比而言博越的卤素灯则显得
颇为黯淡。

内饰
宋 Pro 黄金分舱更有档次

2020 款博越的内饰沿用旧款风格，最
明显的变化在于换装了电子挡杆，但挡杆周
围的物理按键排布较杂，上手可能需要一点
时间。

宋 Pro 的内饰设计则颇有新意，首次采
用黄金分舱设计， 赋予主驾和副驾专属空
间， 领航扶手和座椅的环抱式设计配合，让
副驾驶也极具安全感； 中控向驾驶员偏斜
7°，体现出以驾驶员为本的设计理念；BYD�
Heart 智汇之心将常用物理按键高度集成
在挡把周围，排布简洁清晰，很容易上手；钢

琴烤漆的面板则为内饰平添一份质感。

空间
宋 Pro 大五座宽敞又舒适

宋 Pro 的车身比博越要整整大上一圈，
这使得宋 Pro 更有气场，也给车内的乘员带
来了更为宽敞舒适的大空间。

后排空间对比尤其明显，博越后排标准
腿部空间为 800mm，略显局促，而且后排座
椅靠背角度不可调节， 对长途乘坐不太友
好。

宋 Pro 的后排座椅 110°11 挡可调，
坐垫长度达 510mm，承托极佳，后排腿部空
间达 954mm，比博越长了 154mm，乘客乘
坐空间更大，大五座的优势尽显。顺带一提，
宋 Pro 后排带 4 个空调出风口，2 个 USB
接口，可以说是非常周到了。

驾乘
宋 Pro 省油更稳更安静

由于主要面对家庭用户，两款车的动力
都算不上“暴力”。博越采用 1.8T 发动机，动
力更强，但油耗也相应更高，即便将老款的
6AT 换成了更为省油的双离合变速箱，工
信部油耗仍然在 7.5L/100km， 明显高于宋
Pro。

宋 Pro 选择同级主流的 1.5T 动力，完
全满足家用需求，匹配 6 挡湿式双离合变速
箱，换挡效率、衔接和逻辑都非常不错，整体
平顺性媲美 6AT，节油性能也非常出色，工
信部油耗仅为 7.0L/100km，有媒体实测甚
至开出 6.8L/100km 的成绩。

两车都采用前麦弗逊 + 后多连杆独立
悬架，调校均以舒适为主。

考虑到家用，博越底盘偏软，整体行驶

表现也较为舒适，但遇到起伏或者坑洼路段
车身姿态偶尔会出现俯仰晃动，急转弯时车
身侧倾较大。

宋 Pro 的底盘由前奔驰 S 级底盘调校
专家汉斯·柯克操刀，整体紧实厚重，颇具德
系范儿。 变道过弯灵敏且平稳，细小颠簸能
得到很好的过滤，即便通过减速带或者坑洼
路面时， 车内也没有明显的振动和弹跳感，
给家庭出行带来稳稳的幸福。

此外， 两款车的 NVH 表现都可圈可
点。 但宋 Pro 在法国 NVH 协会副会长张强
博士的亲自操刀下，相比博越更胜一筹。 在
中高速行驶时，博越的噪音较大，风噪也比
较明显，而宋 Pro 风阻系数仅为 0.32Cd，高
速时仍然静谧沉稳，质感十足。

智能互联
宋 Pro“智能机”碾压博越“功能机”

在智能互联方面，宋 Pro 对博越构成了
“降维打击”，两者的差别近乎智能手机和已
经退市的功能手机，前者已经彻底融入移动
互联时代，车载网络、开放系统、远程升级，
全都具备。 后者却还在使用封闭系统。

博越的中控由一块 8英寸屏幕与触摸按
键组成，GKUI吉客智能生态系统，其实简单
来说就是一套基于语音控制的交互系统，能
支持最基础的电话、空调、天窗等控制功能。

宋 Pro 的中控悬浮大屏让内饰科技感
满满，DiLink2.0 智能网联系统犹如一个车

载 Pad，可兼容 400 万 +APP，配合 10.1 英
寸大屏，可以轻松在车上玩微信、刷抖音、查
天气， 车载 K 歌娱乐系统更能将宋 Pro 瞬
间打造成 K 歌房。 智能语音交互能听懂多
种方言，识别度极高，除去基础的车辆控制
外，还能语音控制座椅通风 / 加热、行车记
录仪、第三方 APP 等。而云服务功能还能实
现车辆的远程控制，大热天上车前，提前远
程开启空调，上车即享清凉。

安全
宋 Pro�搭载 L2�Plus 大比分领先

业内将 2019 称为 L2 普及年，但 2020
款博越却并未搭载。宋 Pro 则领先行业配备
了 L2� Plus 智能驾驶辅助技术 ， 包含
ACC&S-G 停走型全速自适应巡航、LDWS
车道偏离系统、TSR 交通标志智能识别系
统等近 20 项功能。

更可选装同级独有全息透明影像系统，
比 360°全景影像更进一步，连车底路况也
能看得清清楚楚， 让行车盲区彻底成为过
去。 9 月 30 日前购车， 这项配置可免费赠
送，先到先得。

10 万级家用 SUV�大 PK
宋 Pro全面胜出

� � � � “2019 年最值得期待 SUV”宋 Pro 已
于近日上市，同步推出燃油、双模、纯电三
种动力， 其中燃油自动挡 8.98 万 -11.98
万的价格着实令人惊喜， 高颜值大五座还
自带 DiLink2.0 智能网联以及 L2Plus 智
能辅助驾驶技术，堪称 10 万级的价格，30
万级的品智。 宋 Pro 燃油的加入令原本就

是“红海”的 10 万级 SUV 市场更加热闹，
众多车型中到底哪款更值得入手呢？ 本文
将对比两款热门车型：宋 Pro 燃油（下文简
称宋 Pro）和 2020 款吉利博越。

2020 款吉利博越仅两款车型， 价格
分别为 11.78 万、12.98 万，和旧款相比整
体变化不大，但升级了国六排放。 宋 Pro
同样符合国六标准，但款型更丰富，共有

4 款可供选择。 价格方面，宋 Pro 顶配仅
11.98 万，与 2020 款博越的起售价持平，
怪不得价格一公布，不少人就称宋 Pro 燃
油售价太良心！ 本文重点对比 10.98 万的
宋 Pro 自动豪华型与 11.78 万的博越
1.8TD� DCT 两驱智雅型两款主力车型。

结 语
博越上市已经 3 年，为了应付国六排

放急急推出的两款车型配置仅在 3 年前

的标准上小改，起售价却高达 11.78 万。

宋 Pro 刚上市，不管是外观、内饰，

还是智联、舒性、安全配置，都比博越要更

上一个台阶， 堪称 10 万级 SUV 品智新

标杆，价格方面也有着超乎想象的优势。

更重要的是， 宋 Pro 站在消费者立

场，还原了“一辆好车”该有的姿态，好看、

好开、好用还不贵，让人惊喜十足。看到这

里的你，如果正好手握 10 万预算，是时

候做出自己正确的选择了。 （刘宇慧）

比亚迪宋 Pro 中控台 宋 Pro 后排座椅

比亚迪宋 Pro 中控大屏

全息透明影像系统

� � � �车市刚经历了一个假“金九”。 笔者走访长沙车市发
现，9 月份市场表现比 8 月略好，但“含金量”并没有经销
商期待的高。 这让汽车厂家和经销商对已经到来的四季
度备感压力：毕竟，能否完成销车任务，就靠四季度背水
一战了；而对经销商而言，完成厂家的销车任务并顺利拿
到年度返点，才意味着一年下来没有白熬。

决战四季度， 如何才能让潜在客户更全面地了解自
家产品从而更爽快地“掏腰包”？ 汽车厂家和经销商不约
而同地选择了体验式营销（试驾活动）。趁秋高气爽，以产
品体验为主的试驾活动接二连三地展开， 似有搅动车市
之势。

雷诺科雷缤发力小型 SUV 市场

在国内，小型 SUV 一向都是消费者最为青睐的细分
市场之一。而东风雷诺为了争夺这一部分市场份额，完善
其产品铺排，此前在成都车展上推出了旗下的小型 SUV
国产车型———科雷缤。 日前，科雷缤正式开启全国预售，
官方预售价格 11-15 万元。 与此同时，科雷缤抢先试驾
同期展开。

科雷缤是雷诺在欧洲卖的最好的小型 SUV卡缤的换
名车型。 新车基于 CMF-B平台打造，采用最新的家族化
设计语言， 动力方面搭载与奔驰 A 级相同的 1.3T 发动
机，传动系统匹配 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科雷缤相比进
口版卡缤车型在尺寸上进行了加长，相比同级别竞品本田
XR-V在轴距方面占据优势。一名试驾者对科雷缤十分看
好，认为它不仅外观亮眼，整体综合素质也能与主流小型
SUV分庭抗礼，有望扛起雷诺在华市场复兴的大旗。

启辰 D60EV 续航挑战赛问道岳麓

日前， 东风启辰 D60EV 正式登陆长沙市场， 新车
共推出 3 款车型，市场指导价为 13.78 万元—15.38 万
元（补贴后）。

在上市发布会之前，东风启辰还邀请媒体、客户共同
参与续航挑战，从东风启辰长沙湘乾麓谷店出发，沿经岳
麓大道、潇湘北路等城市路况，抵达岳麓山。经过实测，启
辰 D60EV 领先同级的宽适空间和 481KM 的长续航能
力，赢得了众多嘉宾的认可。

活动现场， 东风启辰 EV 营销推进室科长王洪鹏表
示，网约车市场是启辰 D60EV 的重点市场。 相信凭借着
其 481KM 长续航里程、 背靠日产的合资造车经验和工
艺、领先同级的 2700mm 超长轴距、经历过层层测试与
考验的优异品质，假以时日，启辰 D60EV 将成为长沙市
民交通出行的“新宠”。

广汽传祺“弯九”长沙燃擎开启

日前，全新一代传祺 GA6 全民体验季暨“没有弯道
的传祺世界”第 9 季长沙站在长沙捞刀河试驾基地举行。

刚上市不久的全新一代传祺 GA6，与同出广汽系的
凯美瑞、雅阁已渐呈“广汽三杰”之势。作为广汽传祺新十
年里程“智造升级”的开局力作之一，全新一代传祺 GA6
在外观、内饰、智联、底盘、动力、安全六大方面实现焕新
升级，无论在设计、做工、配置，还是技术与工艺上，都明
显“越级”于时代之上。 活动当天，全新一代传祺 GA6 百
城万人交车仪式长沙站也同步开展。 一位来自株洲的代
表车主表示：“购车之前，已经对比了几款车型，到店试驾
之后，毫不犹豫定了全新一代传祺 GA6，这款车外观大
气雅致，内饰高级舒适，驾控稳劲，非常赞！ ”

10 万人挑战“试星越赢星越”

日前，吉利推出的“驭星行动———十万人试星越赢星
越长沙站”在芒果汽车试驾基地火爆进行。

活动设置了静态展示、直线加速、弯道体验、自动泊
车等汽车体验环节， 不仅让体验者们从星越这一高阶豪
华 SUV 身上获得了更高级的驾乘体验，还充分感受到了

中国造车品质。 其中，在直线加速环节，星越一骑绝尘，
6.8S 破百，表现出超强动力；自动泊车环节则为大家开启
了现代科技的无限可能。“始于颜值，陷于内涵，吉利星越
果然名不虚传！ ”现场车友对星越称赞不已，还有车友敲
定了购车意向，试驾完后便前往 4S 店进一步洽谈。

（刘宇慧 何尚武 谭遇祥）

四季度“背水一战”

� � � � 9 月 29 日，极星（Polestar）携旗下首款纯电动
车型极星 2 登陆长沙悦方 ID� Mall。在与长沙的媒体
及消费者见面后，它将继续其在国内的城市巡展。

极星 2（Polestar2） 于今年 4 月在国内正式发
布，新车推出两个版本，量产版售价 29.8 万元，首发
版 46 万元。 笔者获悉，极星 2 将在位于浙江台州的
路桥工厂进行制造，并供应全球市场。 路桥工厂由吉
利投资，沃尔沃负责运营，遵循严格、高水平的制造

标准与品控管理， 确保每一台极星 2 都具备卓越的
品质，为第一时间交付于用户提供高效保障。

预计在今年第四季度， 国内第一家极星零售体
验店 Polestar� Space 将正式在北京开业。 到 2020
年， 极星计划将在国内 11 个城市开出 20 家零售体
验店。 极星 2 计划于 2020 年年初开始量产，并于上
半年开始交付。

（刘宇慧）

� � � �近日，全新启辰T90在杭州上市。 新车搭载 2.0L
动力，在外观、内饰、配置、动力和智能车联网等方面实
现全面进化跃升， 售价区间为 11.88 万元 -15.48 万
元。用东风启辰汽车公司总经理马磊的话来说，新车造
型惊艳，空间宽适，“最强大脑”赋能，拥有很多智趣科
技，“是一台具备高颜值的跨界造型、 高质感的舒适驾
乘、 高智能的全维科技和高标准的合资品质的跨界
SUV。 ”

作为细分市场最早布局的自主跨界 SUV 产品，
启辰 T90 自 2016 年底上市以后， 曾创下月销量近
6000 台的成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积累了 8 万车主
用户，成为细分市场的销量领跑车型。 但谈及全新启
辰 T90 的销量预期，马磊略显保守，“希望达成月销
售 2000 台左右的水平。 ”马磊表示，一方面，跨界
SUV 在中国甚至全球仍是相对小众的市场，消费者

看的多，买的少；另一方面，今年车市严峻，东风启辰
希望稳扎稳打， 今年品牌的销量目标是争取和去年
持平。

马磊认为，汽车市场就三大主流（领域），一个是
SUV，一个是三厢车，还有一个是 MPV。 目前，东风
启辰已完成家轿、SUV 双线并举，传统燃油车、新能
源车双头并进的产品布局， 具体产品矩阵将于广州
车展上呈现。“对于我们市占率还不高的品牌来说，
还是聚焦在我们把能做好的市场先做好。 ”

相关资料显示，今年 1-8 月，东风启辰实现累计
销量达 76,776 台，自主品牌排名 11，同比提升 3 名，
市占率为 1.63%，同环比都大幅增长。 与此同时，在
最新权威发布的 2019 年中国汽车品牌质量排行榜
上，东风启辰高居 TOP2。

（刘宇慧 黄凯瑶 赵 珮）

极星 2亮相长沙悦方 ID�Mall

马磊：车市严峻，东风启辰须稳扎稳打

汽车厂商金秋试驾忙

刘宇慧

启辰 D60EV 问道岳麓山 （东风启辰供图）

（本文图片均由比亚迪汽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