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款CR-V共推出6个版
本，售价区间为18 . 98万-24 . 98
万。此外，为了让更多消费者拥
有 C R - V 带 来 的 喜 悦 ， 东 风
Honda也特意保留了上一款深受
消费者青睐的入门级车型继续销
售，售价为17 . 98万。2015款CR-
V从动力总成、外观内饰、科技配
置三个方面进行了全面提升。

动力总成方面，2015款CR-
V搭载源自Honda FUNTEC地
球梦科技最新技术的2 . 4L缸内
直喷发动机，相比老款最大扭矩
提升 9%。匹配CVT无级变速
器，在保证澎湃动力持续输出的
同 时 ， 综 合 油 耗 大 幅 度 降 低
17%。在中期改款阶段，CR-V
就更换全新动力总成，不仅大幅
度提升了产品力和价值感，也体
现 了 东 风 H o n d a 加 速 导 入
FUNTEC先进技术的决心。

外观方面，2015款CR-V采
用全新Exciting H Design家族设
计，充分迎合了新生代消费者的
审美观点。浮雕式“H”标设计更

加立体，时尚大气。家族飞翼式前
脸，搭配流线感LED日间行车灯，
与新组合尾灯浑然一体，时尚运
动气息十足。前后的炫酷银色下
护板，与两侧的18英寸飞镖轮
毂，则全方位强化了CR-V硬朗
动感的特质。

内饰方面，2015款CR-V在
保持大空间优势的同时，致力于
工艺与品质的完美统一，全面提
升了品质感和设计感。软内饰环
绕布置，木纹加饰，精密横压的
缝线，以及表冠式空调控制钮设
计，营造出优雅时尚的驾乘氛
围。

科技配置方面，2015款CR-
V搭载了多项人性化贴心配置：
LWC盲点显示系统结合大型外
后视镜，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化安
全视野；智能型电动尾门，一键
开启超大行李空间；DA智能屏
互联系统真正实现导航、影音、
网络等功能的“人机合一”；发
动机节能自动启停，大幅提升燃
油经济性。

2015款CR-V在整体设计和
性能上的越级提升，将为消费者
带来更为“环保、安全、舒适”
的体验。凭借更加激情澎湃的动
力、更具环保优势的超低油耗值
等产品优势，CR-V也将迸发出
更加强劲的市场冲击力，继续领
跑国内中高端SUV市场。详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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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一直是时下最火热的
话题之一，在交通工具领域，宝马等
汽车品牌意欲与腾讯牵手，将微信整
合到汽车中。

电动车作为目前国民最重要的
代步工具，其智能化之旅虽然2012年
才由新日电动车开启，但其发展势头
却甚为迅猛。新日电动车总裁办主
任、新闻发言人陈开亚更坦言：“电动
车智能化是大势所趋。”

智能大脑，比人脑更科学的规划

2015年新日电动车开启智能化
4 . 0时代，其最新推出的新日智能系统
搭载20项全球顶尖科技，能够做出一
系列比人脑更科学的规划，真正实现
为骑乘者“省时、省力、省心”。

用车养车，尽在“掌”握之中

新日智能系统能够通过手机App

一键掌控，不仅能实现无钥匙解锁、
无级自动调速，还能够自动检测车辆
状况，将数据上传到云端并发送给新
日电动车维修点。

销售渠道多元化，不管在哪都能买

电动车行业的销售渠道正在不
断扩张，目前新日电动车就已经开通
京东商城O2O购物平台，在未来新日
电动车还会联合业界其他品牌共同
打造更为多元化的销售渠道。

不仅智能化，还要时尚化

智能化是大势所趋，产品的时尚
度也要与时俱进。除了与美国、荷兰
等多个国家的专业团队合作开发更
具智能化的产品，新日电动车更是成
立时尚顾问团，引领并定义着行业的
时尚。

“在未来，新日电动车甚至还可能
加入现有的打车平台，回家路上顺路搭
载有需要的人，既节能环保又助人为
乐，说不定还能邂逅真爱。”陈开亚表
示，“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人、车、生活一
体化，并将科技隐于无形之中。”（瑾萱）

今年4月22日迎来了第46个世界
地球日，主题是“珍惜地球资源，转变
发展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益”。而
作为能源转型重头戏的汽车行业，一
直都吸引着业界的关注。

“绿色发展”是“中国制造2025”应
对新一轮产业变革中的重要内容，为
此国家连续出台了多项政策刺激新能
源的发展。在福汽启腾成立之初，福汽
集团就将新能源汽车定为福汽启腾未
来重点发展方向，并选择微客作为突
破口，正式启动研发。福汽启腾对此解
释：“微客是目前国内市场需求较大的
车型，被广泛用于物流运输，在三四线
市场，更是最受欢迎的车型。”

福汽启腾借鉴福汽集团旗下福汽
奔驰、东南汽车的技术，传承德系车的
设计理念，推出启腾M70纯电动版车
型。该车采用三元材料来延长电池寿
命，而且允许直接用家用电源充电，解
决了电动车的充电难题。容量高达
99AH的电池只需充电8小时，就可行
驶1 9 0公里以上，每公里仅花费8分
钱——— 相对平均百公里油耗6 . 7L的燃
油车型，经济性能提高80%。福汽启腾
表示：“这款车充电方便，续航时间长，
比燃油车省钱的同时又达到环保的目
的。”正因如此，启腾M70纯电动版车
型一经推出，就在河南省快递业电动
汽车推荐会上收获了2000辆新车定
单。可见，福汽启腾纯电动车产品已逐
步获得市场与消费者的认可。

未来，福汽启腾将会加快对新能
源汽车的开发及推广的速度，最终形
成辐射示范效应，助力我国“绿色未
来”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胡可)

日前，由“中国主流媒体汽
车联盟”主办的汽车人之夜———
“新媒体+集群”发布暨2015年
榜单启动仪式在上海举行。国内
众多汽车企业代表与23家主流媒
体汽车负责人及各界汽车精英汇
聚一堂，各自发表了对2015年国
内汽车市场的展望，并分享有价
值的营销案例，共同探索新常态
下的中国汽车营销之道。

“互联网+”是创新科技时
代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
的新形态，也是知识推动下的互
联网形态演进及其催生的经济社
会发展新形态。作为传统主流媒
体，我们应该站在“媒体+”的
风口上顺势而为。会上，搜狐汽
车、广州日报、新闻晨报等媒体
同行，分别就各自的角度对“媒
体+”及传统媒体的新媒体探索
前沿探讨。对于需要怎样的新媒
体，相关车企领导表示脱离了传
统媒体的新媒体是无源之水，传
统媒体强大的采编和发行应与新
媒体广泛的传播矩阵完美融合，

一起发力，共同拥抱媒体行业新
生态。

中国主流媒体汽车联盟成立
于2004年，联盟成员均为国内重
点城市主流媒体，包括齐鲁晚
报、扬子晚报、广州日报、北京
晚报、华商报、大河报、成都商
报、杭州日报等23家媒体，日发
行量千万份以上，读者覆盖了中
国90%以上的经济总量和汽车消
费市场，对推动中国汽车普及、
引导理性消费，具有绝对强大影
响力。

中国汽车总评榜是中国主流
媒体汽车联盟每年组织一次的大
型评选活动。包括本报在内的23
家区域主流媒体联盟成员将在当
年上市的新车中，根据产品品
质、技术亮点、价格优势、市场
表现等诸多细节因素考虑，评选
出年度风云汽车、年度中高级车
等几十个奖项。中国汽车总评榜
也是当前中国汽车行业影响力最
大、权威性最高的评选活动。

从2004年开始，由中国主流

汽车媒体联盟发起主办的“中国
汽车总评榜”迄今已经连续成功
举办了十一届，受到国内汽车厂
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十一
年来，“中国汽车总评榜”已经
成为国内最权威和最具影响力的
汽车价值评价体系，以其公正、
权威、公信力，影响了中国成千
上百万的消费者与汽车厂商，而
历届上榜车型无一例外都成为了

畅销明星产品。中国年度汽车总
评榜已经走进了第十二个年头，
在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的今天，
各家车企可谓“全力以赴”，究
竟谁将是今年闪耀车坛的王者，
谁将给今年车市带来最深远的影
响，哪家车企，以及哪款车型又
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赢得年度风云
大奖？我们拭目以待。（振宁）

探探索索新新常常态态下下的的中中国国汽汽车车营营销销之之道道
2015中国年度汽车总评榜启动

4月24日，纳智捷鑫大友汽车
生活馆将举办一场全新纳5赏车
会。凡是来馆赏车或试驾的客户
均可获得周杰伦抱枕，订车客户
均可获得四重好礼，四重好礼分
别为：

一豪礼：【智慧抢订礼】，3000
元油卡和2000元精品，提车时即
可获得。二豪礼：【轻松“贷”回家】
金融方案，首付只需30%，12个月
分期付款0利率；三豪礼：【66无限
延长保修】6大系统6年无限里程
延长保修，扫除您的后顾之忧。四
豪礼：【高额置换补贴】，置换购车
可得高额补贴。

此次全新纳5，秉承一贯“智
慧科技”的品牌DNA，通过四大
工程：智慧工程、动力工程、舒适
工程及安全工程，打造品质之选、
越级之座，引领同级更超越所有
期待。

先 以 智 慧 工 程 为 例 ，由
Think+2 . 0智慧互联系统、前瞻
安全影像系统、人性化的航天抬
头显示系统组成，旨在为用户提
供智能的人·车生活，如包括影音
娱乐、电话通讯、行车安全、系统
设定、手机互联互控五大功能，结

合手机上的各种应用让消费者随
时随地享尽潮流生活。

动力工程方面，全新纳5有效
提升了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输
出——— 132kW/5500rpm最大功
率、256Nm/2000-4400rpm最大扭
矩；自动变速箱采用6AT变速箱，相
当于2 .5L级车辆的充沛动力，档杆
处操作平顺，完美提升了驾驶感
受，其中ECO HYPER高效节能动
力系统，将油耗降低至1 . 6L水平，
经济燃油性完美提升。

全新纳5的舒适工程，更是用
心做好每一个细节。傲视同级的
2720mm超长轴距、1490mm的车
身高度，打造出了A+级的超大车
身尺寸，加之流畅动感的整体车
身线条，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视觉
冲击；内饰部分在工艺上也有明
显不同，手感更为细腻的软质内
饰材质，提升触感的同时让整体
乘坐体验都很舒适；搭载负离子
森林氧吧和O3空气净化器打造
双重保护，营造一个健康舒适的
呼吸环境，为健康护航；定速巡航
的设计，可以使车主在高速公路
等长时间驾车时，不必常踩油门，
即可自动保持固定速度行驶，自

由、节能一次满足。
安全工程中，必不可少的就

是EPB电子驻车系统，这款由国
际著名厂商库斯特制造，具备智
能四模式运作的EPB电子驻车系
统，具有自动驻车、上坡辅助、动
态刹车、儿童保护四大功能，大幅
提升行车安全性。而HRSS高强
度安全车身，则给予消费者最完
整的保护。

纳智捷鑫大友汽车生活馆
地址：北园高架黄岗下北行77米
路南(匡山公园对面)

贵宾专线：0531-85667777

纳智捷鑫大友汽车生活馆 章丘
分馆
地址 :山东省章丘市济青公路与
工业二路交汇处东南角 (明水眼
科医院对面)

贵宾专线：0531-83873377

全全新新纳纳55媒媒体体发发布布暨暨品品鉴鉴会会2244日日开开启启

盘点交通工具智能化特征

新日电动车全球领航

世界地球日：福汽启

腾与你共创绿色未来

售价区间18 . 98万-24 . 9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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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5

车型
智慧型
1 . 8T MT

智慧型
1 . 8T AT

智尊型
1 . 8T AT

旗舰型
1 . 8T AT

预售价 9 . 98万 11 . 58万 12 . 98万 13 . 5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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