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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一代唐开启OTA免费升级“千里眼”、“百变主题”新功能
全 新 一 代 唐（2018 款/

2019款）的用户们有福了，比
亚迪官方将对这几款车型进
行免费OTA升级，新增“千里
眼”模式、百变主题、主动问
候、童声识别等11项功能。

比亚迪推出了这次全新
一代唐“以新换心”OTA 智能
远程升级活动，通过其拥有
的开放生态能力，为老款用
户带来全新价值体验，无需
到店，就让他们的爱车免费
拥有最新功能，紧跟时代科
技潮流，常用常新。

为了带给用户更加方便
的升级体验，本次OTA智能远
程升级无需到店，不消耗流
量，升级信息将直接发送至
搭载DiLink智能网联系统的
车机PAD端，用户点击确认升
级即可（千里眼功能需要升
级更新云服务 APP 至最新版
本才能使用）。

这次新升级的“千里眼”功
能，让用户无论身处何方都能随
时查看爱车情况。用户通过手
机“云服务”APP，点击“千里眼”
功能按钮，就可远程调用车内外
的多个摄像头，清晰掌控车辆情
况，实时俯瞰车辆周边情况。

如果用户想要对实时车况
了解得更详细，还可单独切换
至车前、车后的影像，影像清晰

可见。
人偶尔会忘事，当用户不确

定物品是藏在家中角落还是落
在车上时，“千里眼”360°呈现
车内影像，还可以透过车窗看到
车外情况，让用户在手机上就能
看个清楚。

有些用户会担心车内属于
私密环境，“千里眼”功能会不会
泄露隐私？

对此，技术人员已经提前考
虑到了，当“千里眼”功能启动
时，也会弹出文字提示信息确认
是否开启，确保隐私安全。

系统数据安全方面，比亚迪
技术人员为用户带来了足以媲
美银行级别的防护措施，在安全
芯片、安全网关和总线加密等多
项功能的守护下，隐私只会牢牢
地锁在专属于你的系统中。

升级后，用户可自行在商城
下载并更换车机主题，大家可
根据喜好进行个性化设定。

主动问候也是此次 OTA 智
能远程升级的重要项目之一。
升级后，启动 DiLink 智能网联

系统时，智能语音系统便会根
据时间、场景播报问候语。节
假日时，该系统还会向用户播
报祝福，让爱车不仅是代步工
具，更像是用户最贴心的朋友。

新增的童声识别功能，智能

语音助手小迪能够更加准确识
别小朋友发出的指令，比如开
空调、看动画片，并会对此作出
反馈。一句“你好，小迪”唤醒，
小朋友就获得一位知心的好伙
伴。

唐车型官方升级活动持续进行，从
去年 12 月升级主动式车道保持系统、
360°全息透明影像系统以及K歌功能，
到今年3月升级高温消毒杀菌功能，再到
此次“以新换心”OTA 智能远程升级 11
项功能，无不彰显了品牌对用户的用心。

唐车型的强大开放式生态让用户
的爱车可以不断升级，追上科技发展的
步伐。用户的购车不再是一次性消费
行为，拥有“常用常新、持续保值”的价
值体验，可以尽情享受智能时代的美好
出行。

想看就看想看就看，，随时随地掌控爱车情况随时随地掌控爱车情况

更懂用户更懂用户，，丰富主题和主动问候丰富主题和主动问候、、童声识别带来不同体验童声识别带来不同体验 常用常新常用常新，，让用户爱车与时俱进才是真正的让用户爱车与时俱进才是真正的““用户至上用户至上””

比亚迪比亚迪20212021款唐款唐DMDM ((比亚迪汽车供图比亚迪汽车供图))

刘宇慧

10 月 28 日，东风风神和芒果
汽车联合打造的东风风神芒果汽
车定制限量版车型在长沙正式亮
相。

据介绍，此批定制版车型限
量 500 台，含奕炫 GS、奕炫赛道

版、AX7 PRO 三款芒果汽车定制
版车型。新车在多个方面提供定
制化专属服务，如十年保养、保养
维修VIP绿色通道、终身免费道路
救援、终身免费洗车等等。定制
版车型仅在湖南区域发售。

市场回暖态势延续市场回暖态势延续
新车抢滩湖南新车抢滩湖南

何尚武 刘宇慧
作为传统的汽车销售旺季，虽然今年车市受疫情波

及，但“金九银十”依旧开了一个好头。中汽协数据显
示，今年9月，我国乘用车销量超过200万辆（208.8万
辆）创年内新高，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8%。环比增速
和同比增速均高于上月，呈现出不错的发展态势。基于
此，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预测，本
年度乘用车市场的降幅有望收窄至4％左右。

“金九银十”成色足，各大车企也铆足了劲，奋力争
抢市场份额。厉兵秣马，粮草先行。在长沙，近日，包括
北京现代第七代伊兰特、东风风神芒果汽车定制版在内
的新车纷纷抢滩。市场争夺战的“硝烟”愈发浓烈了。

10月28日，北汽福田配套企业招商对接会在
湘潭经开区召开。本次对接会共邀商 38家，包含
拟签约企业及意向配套、具备配套能力的企业、或
拓展其他核心配套的企业。会上，湘潭经开区与
日照兴业汽车配件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北汽福田欧
航欧马可品牌车架散件属地建厂项目招商入区意
向协议。湖南庆桦机械有限公司、湘潭地通汽车
制品有限公司、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威孚
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4家湘潭本地企业与北汽福田
签订采购意向合作协议，为属地经济发展积蓄强
劲动力。

福田汽车在湖南扎根建厂已有21年历史，是辐
射南方区域市场的核心生产单位和海外业务的重要
出口基地。2019 年11月，福田汽车启动长沙工厂
超级中轻卡生产线改扩建项目，将于2021年底建成
投产，年产能达9万辆，产值达100—150亿元，并将
带动长沙和湘潭零部件产值约30—40亿元。

北汽福田党委副书记吴海山表示，此次活动，
福田汽车与湘潭本地零部件企业的合作已初见成
效，发展前景广阔。未来，福田汽车将积极融入长
株潭经济圈，加大资源投入，做大做强长沙厂区，
提升零部件属地化采购率，为湖南汽车工业做大
做强贡献力量。 （刘宇慧）

10月27日，“闻锋而动——风行T5 EVO潮玩美学
体验馆”在北京摩卡艺术中心炫酷开馆。东风风行以力
为擎，将好看、好玩、时尚三大元素相互融合，在酷炫、时
尚、好玩的沉浸式体验中，正式发布了全新设计理念“锋
动力学”，唤醒心中猛兽。作为在锋动力学设计理念下
诞生的首款车型，风行T5 EVO也炫酷亮相。

在发布会上，东风柳汽乘用车销售公司总经理曾清
林表示，锋动力学的出现，标志着东风风行的改变，也象征
着东风风行走上品牌创新的新征程。锋动力学将会影响
东风风行未来至少5年汽车造型设计。 （何尚武）

北汽福田配套企业招商对接会
在湘潭召开

风行发布“锋动力学”设计理念
第七代伊兰特 (北京现代供图)

10月25日晚，第七代伊
兰特在成都宣告全国正式上

市，长沙同步区域上
市 。 首 批 长 沙 车
主 交 车 仪 式 也 在
当晚举行。

作为北京现代
历久弥新的经典之作，伊兰特历经
三十载，迭代六代车型、全球拥有
1400万用户。如今，第七代伊兰特
传承着优质家族基因而来，集前卫

运动外观、科技舒适内饰、高效燃
油性能、智能驾驶辅助和互联体验
于一身。新车提供1.4T和1.5L两
种 动 力 ，共 计 六 款 车 型 ，售 价
9.98—14.18 万 元 。 针 对 订 购 客
户，北京现代推出“锋芒立享计
划”，从多个层面助力用户即刻开
启无忧用车新生活。包括1万元起
低首付、最高三年免息，购车30天
内享受可退可换政策，1 年 9 折/2
年75折起超高保值政策等等。

北京现代第七代伊兰特上市

东风风神推出芒果汽车定制版

■ 杨天午 张 雄

进入9月份以来，我省冷空气活动频繁，雨
量明显偏多，给正处于收割期的中稻、分蘖拔节
期的晚稻造成损失。灾害发生后，在湖南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省财政厅、农业农村
厅、银保监局的大力支持下，人保财险湖南省分
公司讲政治、顾大局，认真落实省政府工作要
求，践行“人民保险 服务人民”的宗旨，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履行央企责任，强化社会担当，立
足保险本源，发挥保障功能，积极应对寒露风灾
害，扎实高效做好水稻保险查勘理赔工作，切实
保障受灾农户利益，为国家粮食安全保驾护航。

高度重视，立即启动
重大灾害突发事件理赔响
应机制

灾情发生后，副省长隋忠诚主持召开专题
调度会，紧急部署粮食生产如何应对当前异常
天气。省财政厅和省银保监局高度重视，多次
召开专题会议进行部署安排。湖南人保财险提
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省政府工作要求，时刻绷
紧保障粮食安全这根弦，切实把维护粮食安全
的政治责任放在心里、扛在肩上、落到实处。

救灾如救火，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第一
时间启动重大灾害突发事件理赔响应机制，成
立了以总经理任组长、分管副总经理任副组长
的水稻保险理赔工作专项领导小组，负责统一
指挥和调度全省系统水稻保险查勘理赔、防灾
减灾、秋收抢收等工作；立即启动省、市、县、三
农营销服务部四级机构“快速反应、统一指挥、
统筹协调”的大灾应急处置预案，并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进行部署安排，制定下发《关于做好当前
水稻保险理赔工作的紧急通知》。目前受灾地
区各级分支机构均成立了领导小组，协同当地
政府部门建立联动工作机制，按照“组织到位、
服务到位、查勘到位、理赔到位”的四到位原则，
全力做好寒露风灾害水稻保险理赔工作。

精心组织，迅速调配
车辆、人员赶赴受灾一线
查勘定损

湖南人保财险整合全省系统资源，及时调
配人力、物力、车辆，轻灾区支援重灾区，机关支
援一线；同时制定查勘定损工作方案，出台理赔
服务标准，明确理赔时效，充裕安排理赔资金。

自 9 月份发生灾情以来，湖南人保财险各
级分支机构已派出农险专业人员 2138 人次、
1.5 万余名农业保险专兼干及协保员、4061 车

次投入到查勘第一线，进村入户、翻山越岭，逐
村逐户逐丘块摸排受灾情况，核实损失情况，迅
速查勘、精准定损，同时借助卫星遥感、无人机、

“测亩宝”等高科技手段，加快查勘定损速度，确
保查勘定损结果准确合理。

畅通理赔，开辟理赔
绿色通道确保“应赔尽赔
快赔”

为确保理赔通畅，湖南人保财险推出三条
硬措施：一是各级分支机构与当地农业部门充
分联动，成立联合查勘小组全面深入到受灾现

场进行查勘理赔。二是简化报案手续、取消气
象证明，加快赔案缮制速度、理赔处理速度和赔
款支付速度。三是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急事急
办、特事特办。对所有受理的案件实行销号制
管理，将每一个赔案从报案、查勘、定损、缮制、
理算、核赔、支付的每一个节点落实到时间表和
责任人，责令限期完成。

压实责任，强化绩效
考核为粮食安全生产保驾
护航

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任何时候都不能动

摇，任何人都不能懈怠。湖南人保财险进一步
压实工作责任，将寒露风灾害水稻保险理赔时
效和服务质量纳入各级分支机构的年度绩效考
核，对因查勘不及时、理赔不到位造成农民投诉
的分支机构和责任人将严肃问责；同时设立
95518 投诉通道，及时快速回应和处理农户诉
求；省、市两级机构成立专项督导组，对理赔服
务时效进行跟踪督导落实。

下一步，湖南人保财险将本着“让政府放
心、让农户满意”的原则，继续投入大量人力物

力及车辆，充分发挥“三农”保险基层服务体系
和乡镇专兼干、协保员作用，迅速组织人员开展
查勘定损理赔，“闻灾而动、有险必接、有灾必
查、有案必结”，即查即定即赔，核实一户就马上
赔付一户，核实一村就马上赔付一村，及时将保
险赔款送到农户手中，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
农户心中。

危难时刻显身手危难时刻显身手 忠诚服务勇担当忠诚服务勇担当
————湖南人保财险积极应对寒露风灾害湖南人保财险积极应对寒露风灾害

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总经理周有颖深入益阳市赫山区笔架山镇中塘村、谭家桥村等受灾
严重的地区查看灾情，要求各级分支机构快查勘、快定损、快赔付，及时将保险赔款送到农户手
中，将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农户心中。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人保财险湘阴支公司联合县财政局、农业局组成查勘小组，使
用无人机等科技工具到文星镇湛家老屋查勘灾情，核定损失。

（本文图片由人保财险湖南省分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