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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创未来

众泰危机

众泰 T700 在马路
方向盘自动摇摆？

比亚迪全新一代唐华南臻享上市
8 日，豪华科技双旗舰座驾
8月——全新一代唐以燃油、
双模
同台齐发之势在华南地区广东、广西、
海南三省正式上市。近 200 余家媒体、
经销商及准车主们齐聚一堂，共聚广州
具有时代感的标志性建筑——小蛮腰，
与大家共同见证比亚迪全新一代唐豪
华科技双旗舰在华南地区耀世登场。
在发布会现场，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营销总监分享了华南市场情
况。2018 年上半年华南销量大幅提升，累
计销量达 41750 台，同比增长 150.5%，行业
同比增长 12.2%，同比增速远超同行业 12
倍之多。在华南新能源市场，2018 年比亚
迪新能源累计销量 25759 台，排名华南第
一，占整个华南新能源市场份额的 42.8%。
在深圳市场，2018 年比亚迪新能源总销量
超过 2 万台，占市场份额 59.7%，位居深圳第
一，相当于深圳每卖出 5 台新能源，3 台就是
比亚迪。在广州市场，2018 年广州比亚迪

新能源累计销量达 4331 台，累计在广州排
名第一，占广州新能源市场份额的 36.7%，
相当于广州每卖出 3 台新能源，
就有 1 台比亚
迪。除深圳、
广州外，
华南的南宁、
清远、
珠海
等非双限城市新能源销售同样表现不错，供
不应求。足以证明广大消费者及环保人士对
比亚迪品牌的认可，在国家提倡绿色出行的
创举下，相信更多客户会体验选择购买新能
源，
选择绿色出行。
一直以来，比亚迪坚持技术为王，创新
为本，用技术创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比亚迪以技术创新为底蕴，以品牌向上

创领新零售浪潮
8 月 3 日至 5 日，主
题为“E 起去造·零度觉
醒”的威马汽车寻光北极冰屋线下体验行
动率先登陆深圳益田假日广场，在盛夏炎
热的深圳中心地带，以好玩好吃好美的极
地冰屋设计引爆鹏城，为络绎不绝的参与
者们提供了一个集参观、拍照、避暑、游玩
和感知汽车黑科技的圣地；更是威马汽车
以用户为中心，运用“人、货、场”新零售体
系为用户带来全新汽车生活体验的重要一
环。即将在 9 月底开始正式交付的威马
EX5，成为了全场用户关注的焦点，吸引大
量用户前来围观咨询。
来到现场，冰屋俨然成为鹏城街头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虽然夏日炎炎，但是街头的
人们却纷至沓来，涌入威马搭建的蓝白相
间、贴着浮冰状地贴的冰屋，或排队扫描二
维码在极地装备站获取保暖装备，或在五个

8 月 5 日，由宝马官方授权经销商海南
宝翔行、海南宝悦联合主办的备受期待的
全新 BMW X3 上市品鉴会，在海口市蓝天
路名门广场中庭隆重举行。BMW X3 最
早诞生于 2003 年，15 年来以突出的性能和
可靠性赢得 150 多万车主的信赖。如今，
这一明星车款演进至第三代并实现国产，
动感设计、豪华感受、智能互联、操控乐趣
和综合品质全面提升，重新定义了它的前
辈所开创的中型豪华 SUV 概念，将重塑细
分市场格局。
全新第三代 BMW X3 的研发以 CLAR
平台进行打造，这意味着新一代车型从研发
理念和新技术应用上占有优势。以轻量化

威马汽车寻光北极冰屋嗨翻鹏城

鲜活律动能量柱勾勒的威马英文字母的缩
写“WM”和极光般的绚丽色彩前合影留念，
又或在威马 EX5 里面去感受全景天窗带来
的极地浪漫星空。
除了活动现场趣味和人气十足之外，
作为威马汽车践行新零售模式的重要一
环，威马寻光北极冰屋一改过去传统刻板
的方式，通过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与之展
开零距离沟通，用户在现场不仅是能够感
受智能电动汽车 EX5 带来的产品体验和
黑科技，还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威马汽
车年轻亲民、关注环保、新零售新体验、构
建绿色可持续智行新生态等品牌价值和
理念。
如作为本次互动的重头戏，威马新零售
体系是威马汽车与用户连接互动的纽带，也
是威马汽车颠覆传统汽车零售格局，重塑汽
车消费“人-货-场”的重要实践。新零售将

为越级而生

为使命。全新一代唐实现了新平台、新设
计、新体验、新智联、新安全和新智造六大颠
覆式产品进化，以不输百万级豪车的豪华质
感，一举树立了中国品牌的价值标杆。作为
“向新而行”的重磅力作，以“国际化”
、
“电动
化”
、
“智能网联”为核心打造的全新一代唐，
以强大实力印证比亚迪是“造车实力派中的
新势力”。进入造车新时代，比亚迪以全面
升级的迪粉汇平台和全新形象旗舰店为纽
带，打造了“线上+线下”深度融合的新零售
渠道模式，强势驱动全新一代唐以中国旗舰
之势冉冉升起。

改写过去现有产品再找用户的模式，根据用
户的需求提供与之匹配的产品和消费场景
服务。这与威马汽车前期产品制造商采取
C2M 客制化生产方式高度契合。行业分析
人士表示，通过这种在产品和渠道方面以用
户至上的创新，威马汽车既可以让用户在已
有车型基础上自由选配订制自己的产品和
配置，满足用户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提升消
费效率，还能够根据用户实际的场景提供私
人订制般的服务。
在寻光北极冰屋的场地中央 C 位出道
的威马 EX5，凭借意识交互美学的设计，完
善成熟的三电实力、以及领先的全车交互等
惊艳表现为到场用户带来科技大餐的同时，
也是当之无愧的环保责任担当。在威马
EX5 上的纯电动力和能量回收等诸多环保
科技，加上智能交互，将带来绿色低碳的智
慧汽车生活体验。

全新 BMW X3 正式登陆海口

为例，前车门、发动机罩和前翼子板均采用
铝合金材质，国产后也原味保留，1000 兆帕
的热成型高强度钢得到广泛使用，自车身相
比上代车型实现减重 55 公斤，车体刚性提
升 30%。再如，全新 BMW X3 创新科技的
应用和豪华性全面向新一代 5 系看齐，超越
了人们对这一级别 SUV 的传统认知。
基于明确的国产计划，全新 BMW X3
在研发过程中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内外部
设计充分考虑了中国客户的审美偏好，新
科技的应用更是毫无保留，轴距比上一代
适度增加 54 毫米，还专为中国市场设计了
后排座椅。
上市初期将提供 BMW X3 xDrive 25i

和 BMW X3
xDrive 30i 两种车型，每种车型提供豪华套
装和 M 运动套装两种选择。这些车型不仅
是脱胎换骨的新车，还是高配置和高价值的
典范。
“迎宾光毯”
、10.25 英寸智能触控中央
显示屏、自然语音识别系统、感应式电动尾
门等高级配置数不胜数，还有专为中国客户
设计的舒适后排座椅，以及全景天窗、智能
自适应 LED 大灯、PM 2.5 空气滤清器等 20
余项高价值装备全系标配。创新感、豪华感
和价值感让新车极具吸引力和竞争力。面
向中国社会那些独立、自信且富有责任感的
成就者，全新 BMW X3 将成为新的豪华理
念和现代生活方式的理想之选。

国产 SUV 近几年发展迅速，各
个汽车生产商都在加大产量，也对颜
值、做工、品质、动力性能等多个方面
进行一定的提升。而对于汽车外观颜
值而言，有一个国产自主品牌做的还
是非常有特色的。这品牌最早的时候
是凭借着模仿起家的，然后经过这几
年的努力，也在开始着手原创设计产
品，在这方面的也得到了不错的表现，
也靠此外观的颜值，销量也大大的增
多了起来，这个品牌就是众泰汽车。
此前，众泰推出的中型 SUV 众泰
T700 凭借着高颜值、宽大的空间、丰
富的配置以及性价比高等特性，让其
销量大大增加，上市没多久月销量就
突破了 1 万多台。只不过在购买后出
现的种种故障和售后问题，使之跌至
低谷，现在月销量已经不足以 4000 台
了。并且在同等的众泰其他车型当
中，6 月的销量也并不是很多，只占到
了 18.29%，在这之前的几个月比这个
量更加的少，而相比去年的销量也降
低了大约 15.74%。而导致这些的原
因也就是众泰的售后服务以及本身容
易出现各种故障。
近日互联网上各大汽车社区曝出
T700“海草舞”事件，不知道大家是否
还记得，
在7月12日渝遂高速发生一起
离奇车祸，车主买了不到一年的众泰
T700 在行驶途中方向盘突然自己转
动，完全不受控制，车辆左晃右晃之下
最终冲进树丛里，情况十分惊险，车主
险些丢了性命。而该出事的众泰T700
撞进花丛后，
方向盘依旧维持自动转动
的故障现象，
前轮也随着方向盘的转动
而左右摇摆。而后来，根据高速交警
称，
只要该车辆一发动，
众泰T700的方
向盘就不停地左右转动，但转一会后，
车辆又自动熄火了。
从 消 协 统 计 的 数 据 来 看 ，众 泰
T700的发动机、
变速箱、
车身附件以及
电器部分，
三大部件的质量还是有很大
的问题。并且在网上的投诉不断，
种类
丰富，
从发动机常见的熄火、
无法启动、
漏油，
到油耗、
增压器故障；
变速箱也是
离不开顿挫、
脱档等
“经典”
问题。其实
这不单单是众泰 T700 的问题，
也不是
这一个个例，
因为在众泰旗下的其他产
品也是这些毛病，
只不过是 T700 的销
量跌宕起伏比较大，也是用这个“海草
舞”
的事件去提醒各大车企，
不能只是单
单的靠外观的颜值脸面去做，
这只能带
来短暂的成功，
但是要做远做成功还是
需要从消费者走起，
质量是一辆车的关
键，
质量的保证才能带来消费者安全的
保证。
（转自 海车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