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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车展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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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记者带来长沙国际车展5大品牌豪车分析

此处靓车欢迎拍照谢绝拼单

财信研报

固投同比转正，
建材需求回暖

长沙国际车展将有哪些
“豪华趋势”
？记者带来5大品牌产品分析

蔚来 中国自己的超级跑车
每次车展最吸人眼球的当然是那些聚光灯下的豪车+美人，
可以说没有豪车的车展是不完
整的。第十六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即将举行，
本次车展上能看到哪些品牌的豪车？这
些豪车又有什么特别之处？潇湘晨报记者结合各品牌信息，
分析了此次长沙国际车展的
“豪华
趋势”
并带来相关报道。

蔚 来 当 前 主 销 的 是 ES8 和 ES6 两 款 纯 电
SUV。可你是否还记得，该品牌第一年参加长沙
国际车展时，就带来了 EP9，这是该品牌的首款量
产车，
也是款纯电超级跑车。
全车搭载 4 台高性能电机以及 4 个独立变速
箱，百公里加速 2.7 秒，极速可达 313km/h。这些数
据对绝大多数受众来说或许只是个数字，但人家
曾在 2016 年成为纽北最速跑圈王（电动车）；2017
年德克萨斯美洲赛道上，EP9 成为全球最快无人驾
驶汽车；它还破获了 2018 年古德伍德经典爬坡赛
量产电动汽车最快圈速纪录……
另外要强调的是，
EP9 先期只生产了 6 辆车，
早
被中国投资人（李斌、李想、马化腾、雷军、刘强东、
张磊）瓜分完毕。至于此次展出的是全新展车，还
是赛道上退役的老车，
我们都无从得知。或许展台
上出现的就是蔚来老板李斌的那辆私人座驾呢？

红旗 端庄优雅大气，
价格更亲民

本报记者毛传 长沙报道
没有豪车的车展，怎能称之为车展？不管你怎
么想，起码第十六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
（以下简称
“长沙国际车展”
）是配得上这个称号的。

红旗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汽车品牌，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红旗作为中国举行国家重大庆典的指
定车型，一直给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印象。现
在的红旗车在售价上亲民了许多，设计上又豪气
了许多，让人觉得亲近了不少。
威严端庄的风范贯穿了红旗 H9 的设计主线，
特别是同级少见的直瀑式前脸、双色车身、溜背式
造型、贯穿式尾灯、带迎宾功能的全灯光系统等，
无不流露出其典雅的气质。
区别于常规豪华车堆料的简单做法，
红旗H9在
内饰部分花了更多心思，
只为营造与众不同的氛围
和品质。首先，
为架构出时下流行的科技属性，
装备
有 12.3 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与中控大屏。其次，
各
项配置也充分考虑用户需求，例如智能网联技术
Smile 1.0、
双10.1寸后排娱乐影音舱、
BOSE 12扬声
器、
真铝饰条、
流媒体后视镜等，
无处不彰显尊贵感。

豪车之所以
“豪”
，
不仅仅因为售价高企，
更在于
它造型炸街、
气质高调，
就连背后的故事都可能是个
传奇。现在市面上的高价车不少，人们偶尔碰到也
忍不住多看两眼。但本届车展上的豪车可不是轻易
能在路上见到的，
更不是能在
“拼单群”
里拼到的。

极星 国内量产首款百万级性能车
2017 年，极星正式独立成为一个高性能电动
车品牌。极星 1 是它的首款产品，一款高性能电驱
混合动力 GT 轿跑，售价 145 万元。
145 万元的价格，你可能会问：
“我为什么不去
买保时捷 911？”这个答案真需要你用试驾为自己
寻找。极星 1 独特的动力布局、独特的车型定位带
来的独特的用车体验，在同价位中，真的是无可替
代的。

至于极星 2，这才是真正走量的车型。很多人
会拿它与特斯拉 Model 3 比较。特斯拉 Model 3
更多面向尝鲜用户，它可以用加速、自动驾驶这些
长处去吸引一大批对新时代智能汽车抱有强烈期
待的人；而极星 2 面向的是追求质感、豪华感的感
性用户，他们可能不会拿这台车去跟人比百公里加
速，但是会向你炫耀它的极简设计、环保理念和安
全理念。

当下造型设计的同质化问题日趋严重，如何
吸引用户的眼球是第一要素。基于 SEPA 平台打
造的小鹏 P7 做得就十分出彩，极简的前脸形态呈
现出独具科技感与未来感的特色。突显个性化细
节的地方也不少，如无框车门、隐藏式电动门把
手、19 英寸双色运动轮毂等，均竭力迎合主流年轻
消费族群的审美偏好。
小鹏 P7 的问世堪称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主要
在于该车推出的节点及时且精妙，除了丰富自家
产品阵容和扩宽受众群外，还填补了自主品牌高
端纯电动轿车空白。综合该车实际竞争力来看，
确实也做到了让消费者买到实惠高质的中国车。

全新欧陆 GT V8 搭载动力强劲的 V8 汽油发
动机，专注于将卓越性能、精致格调与先进科技有
机结合，带来内外兼修的全面进化。新一代 4.0 升
V8 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达 550 马力，峰值扭矩
770N·m，最高时速为 318 公里，为奢华远行之旅成
就精致舒适与强劲性能相结合的体验。

机车传说

伊兰特是越活越年轻了吗
记者带来北京现代第七代伊兰特试驾体验
本报记者张翼 长沙报道
10 月 19 日，记者在宁波抢先体验了一把北京现代
第七代伊兰特，相比前几代车型，这次的全新伊兰特究
竟有哪些变化？又将如何打动当下挑剔的年轻消费群
体？看完本文，或许你能找到一些答案。
此次试驾活动，从宁波出发，途经城市道路、环岛公
路、盘山公路等多种复杂路况，直至终点朱家尖大青
山。记者全方位体验到了第七代伊兰特在稳定性、舒适
性、便捷性等方面的综合表现力。

先锋设计，
引领时代风潮
第七代伊兰特，在外观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主要得益于全新设计理念的加持。参数化宝石图案
前格栅、楔形 LED 日间行车灯、参数化宝石切割腰线、H
型贯穿式尾灯、参数化运动轮毂等，大量质感参数化形
状的运用，赋予了它极具犀利感、未来感的感官体验。
其采用多种楔形创新元素，细节之处层次分明，无

不透露着高级质感。相比于同级车型中规中矩的形象，
第七代伊兰特在设计上的独特创新大有革新的意味，不
仅彰显锋芒态度，也更加符合当下年轻人对潮流个性座
驾的审美追求。

前沿配置，
创造越级空间
如此出挑的外观让人不禁想赶快进入车内一探究竟，
先看看它的空间表现如何吧。在车身尺寸方面，
第七代伊
兰特的长宽高分别为 4680/1810/1415mm，
轴距达到同级
最长 2720mm，身高 180cm 的试驾者坐入车内，腿部活动
空间非常充裕，
完全能够满足
“大长腿”
自由伸展的需求。

极智科技，
开启出行新体验
在智能科技配置方面，第七代伊兰特的表现也收获
了高度认可。坐在车内，
无论你有任何需求，
通过语音交
互系统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一声令下，即可实现对导
航、
音乐播放、
天气查询、
空调温度、
车窗开关等功能的控
制，
相当便捷。值得一提的是，
第七代伊兰特还提供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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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有的车家互联功能，用户通过智能家居设备就能控制
车辆，
而且在车内也能向智能家居设备下达指令，
对于喜
欢智能生活方式的科技控来说，
有不可拒绝的魅力。

先进技术，
打造超低经济油耗
第七代伊兰特搭载现代汽车 Smart Stream 新一代
动力系统，配备 240T GDi 和 1.5L 两款发动机，在带来澎
湃动力的同时，能更好地兼顾燃油经济性，让第七代伊
兰特既可以顺畅无阻地行驶在城市道路，又可以游刃有
余地穿梭驰骋于山间小路。
行至终点时，包括记者在内的试驾者更被它 4.9L/
100km 的超低油耗所折服，纷纷感慨不已。这意味着，
拥有第七代伊兰特相当于为日常用车省下了一笔不小
的支出，非常适合初入社会、积蓄不多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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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资公告

湖南凤宝钢铁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6000
万元减至 2000 万元，
现予以公
告。为维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
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联
系人杨茂廷，电话：13467660583
胡阳超遗失常服铁质警号，
警
号 4344292 声明作废。

邮编：
410004

孙星遗失长沙万达广场商业物业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0000334 金额 39570 元，声明作废。
龙双群遗失长沙万达广场商业物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收 据 一 张 ，编 号
1301895 金额 38700 元，
声明作废。
何燕链遗失领克牌 MR7152D09
车 辆 合 格 证 ，合 格 证 号
WCE03ZL00042808 车 架 号
L6T7824Z0LZ172672 发 动 机
号 L7BA3200330，
声明作废。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遗失声明
湖南省创意环境科技传播中心
遗失法人章（裘丽）及财务专
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百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4301110224148)，
财务章一枚(4301110224150)，
发
票章一枚(4301110224149)，声明作废。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本报长沙讯 10 月 24 日，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长沙上市发布会在马栏山创
智园举行，此次共带来 12 款上市车型，售价区间
为 43.08 万元至 64.28 万元。
据了解，此次新一代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将发
布会选址在马栏山创智园，其原因是马栏山创智
园被称为中国 V 谷。新一代长轴距 E 级车选择
与智者同行，在承袭一如既往的尊贵典雅的同
时，不断突破创新。
本次活动，主办方特意邀请到曾刷爆朋友圈
的《长 沙 24:05》宣 传 片 创 作 者 晟 龍 、方 实 验 室
CEO 刘萤作为主讲嘉宾，同时特邀省建筑设计
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向显军以分享嘉宾的形
式进行了建筑之美和汽车设计之美的话题分享。
据介绍，新车采用轿跑车风格的单幅镀铬饰
条，搭配闪钻格栅，呈现强烈的运动感，令前脸风
格更加年轻化、运动化。同时，远程几何多光束
LED 大灯采用全新“锋眉皓目”设计，L 形 LED 日
间行车灯勾勒出个性独具的“锋眉”造型。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鸥翼式”三幅方向盘设
计，运动轿车则采用“双翼式”运动方向盘设计。
三辐方向盘质感细腻，并且电容按键操作功能丰
富。同时，方向盘采用 NAPPA 真皮包裹。
配置方面，新车所搭载的 MBUX 智能人机
交互系统采用英伟达 Parker 128 智能芯片，大大
减少因画质过高而可能出现的卡顿、死机情况，
实现了对拥有大量三维景深效果的 MBUX 界面
流畅加载，
带来立体感和空间感更强的视觉体验。
动力配置方面，新车分别使用了 1.5T+48V、
2.0T 和 2.0T+48V 的发动机。E350L 4MATIC 车
型搭载了 2.0T+48V 动力系统，输出功率为 220 千
瓦，并兼具 48 伏智能电机提供的 10 千瓦的额外
助推功率，峰值扭矩达 400N·m。E300L 车型的
2.0T 发动机可输出 190 千瓦的功率，峰值扭矩为
370N·m。E260L 4MATIC 车型与 E260L 车型则
搭载了 1.5T+48V 动力系统，提供 135 千瓦输出功
率与 280N·m 峰值扭矩，并获得 48 伏智能电机 10
千瓦的额外助推功率。
记者张翼

大众欲出售子品牌杜卡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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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现因建设施工在即，
请位
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
从
本公告登报之日起十五日内，
速与长沙县黄花片区拆迁指挥
长县自然资迁〔2020〕343 号
办理迁坟手续，
逾期未
经省人民政府〔2020〕政国土市 部联系，
父亲卢斌母亲周露遗失儿子卢
将视作无主坟，
由建设单位
字第 195 号审批单批准，
征收集 迁，
以周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
体土地 65.952 亩，
作为长沙县 作深埋处理。特此公告。
30638399，
声明作废。
陈先生：
13787292498
2019 年第十九批次建设项目（增 联系人：
13707493009
减挂钩）项目用地；
长沙县人民政府 肖先生：
黄花片区拆迁指挥部
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发布〔2020〕 联系地址：
长沙县自然资源局
第 72 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九日
具体位置是：
黄花镇高岸村七

新一代奔驰长轴距E级长沙上市

小鹏 P7问世，
性能国货里程碑

宾利 百年豪车的现代创新
此次车展将揭晓新添越车型的全新面貌，其为
宾利品牌“Beyond 100”商业战略下推出的首款新
作，
旨在重新定义超豪华 SUV 车型。
宾利此次车展将展出的全新欧陆 GT V8 与全
新欧陆 GT V8 敞篷版是继第三代欧陆 GT、欧陆
GT 敞篷版之后，
宾利汽车推出的两款全新力作。

本报长沙讯 财信证
券研究发展中心周末发布
建筑材料行业月度报告，
研报核心观点为：1 月至 9
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
完成额 43.65 万亿元，较去
年同期增加 0.8%，同比转
正。随着宏观经济从疫情
冲击下逐渐复苏，建材需
求回暖。综合来看，给予
财信证券研发
行业“领先大市”
评级。
中心行业分析师周策
逐项分析来看，水泥：
受基建投资拉动和地产赶工影响，9 月水泥单月
产量维持高位，价格震荡上行。平板玻璃：玻璃
自 5 月以来价格涨势迅猛，截至 10 月 16 日均价涨
至 1888 元/吨，较年初上涨 20.3%。玻璃纤维：玻
璃纤维及制品 PPI 自 2019 年底持续回升。预计
玻纤价格将长期坚挺，头部企业优势长存。消费
建材：今年 1 月至 9 月我国建筑材料及装潢材料
销售额累计 1165 亿元，同比下降 7.5%，较上月收
窄 1.2 个百分点；单 9 月销售 166 亿元，同比增加
0.5%，总体看，地产缓慢复苏带来的增量市场叠
加旧改和房屋修缮带来的新增量，将有效拉动消
费建材需求。
财信证券研发中心行业分析师周策、研究助
理尹盟分析称，9 月专项债发行规模稍弱于 8 月，
但投向棚改和基建的比例分别为 36%和 43%，依
旧处于高位，资金端的倾斜将拉动建材需求进一
步释放。
另一方面，房地产需求韧性仍在，1 月至 9 月
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完成额 10.35 万亿元，同比
提升 5.6%。
“在
‘三条红线’
行业新规发布后，
房地产行业
现金流承压，
一方面加大推盘力度补充现金流，
新
开工面积增速和竣工面积增速产生的背离不可延
续，
竣工潮将在今明年到来；
另一方面地产商有息
负债增速受管控，将挤压建材行业现金流，小企
业出清加速，
集中度提升逻辑加强。”记者陈海钧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本报长沙讯 记者日前从行业内获悉，大众
集团现正考虑将旗下摩托车品牌杜卡迪予以出
售，目前正与潜在竞标者进行商讨，若商讨通过，
杜卡迪将正式被出售。与此同时，大众集团也传
出将出售高端跑车品牌兰博基尼以及布加迪。
从相关人士处获悉，此次大众集团的出售计
划预计于 2021 年初正式启动，而这也将是大众集
团全面转向电动化的主要决策。考虑到杜卡迪
的盈利能力并不突出，被考虑出售也是非常正常
的。在此之前，布加迪也被传出将出售给纯电超
跑品牌 Rimac Automobili，至于兰博基尼，也有
消息传出将在未来被出售。
记者张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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