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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出手 腾势翻身机会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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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上市在即

近日，腾势公布旗下全新车型腾势X

的内饰图，新车内饰采用“沉浸式飞行座

舱”设计，采用2+3+2的7座布局。在动力方

面，腾势X将提供纯电动版与插电混动版

两种车型。其中，纯电动版电机最大功率达

180千瓦，NEDC续航里程超500公里。

“预计最快两周后，店内就可以看到腾

势X展车。”一位腾势汽车销售人员向北京

商报记者表示，腾势X将于11月22日正式

上市，虽然现车估计最快也要明年才能提

到，但巡展车应该会很快到店。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这家腾势专营

店目前只陈列一款车型。销售人员称，厂家

已停产腾势500（NEDC工况续航里程451公

里）车型，现在店内只销售腾势450（NEDC工

况续航里程403公里），车型，虽然该车型续航里

程为450公里，不过动力电池相比腾势500车型

可靠性更高，而且22万元的价格也更实惠。

资料显示，腾势500车型于2018年3月

上市，搭载70kWh的磷酸铁锂电池，共推

出两款车型，补贴后售价分别为29.88万元

和32.88万元。腾势450于今年2月上市，搭

载54kWh的三元锂电池，补贴后售价为22

万元。

腾势是由比亚迪与德国戴姆勒共同设

立的合资企业，成立于2010年，双方各持股

50%，主营业务包括乘用车、电动车的设计和

研发等。成立以来，腾势的发展并不如人意。

数据显示，2014-2018年腾势在国内市场的

累计销量还不到1.2万辆。其中，2018年腾势

累计销量仅为1974辆，同比下降58.1%。

发展转机显现

“前几年奔驰还认为电动汽车市场真

正到来还需要十年，所以对电动化并不十

分上心。”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向北京商

报记者表示，腾势此前的市场表现一直不

理想，与奔驰（戴姆勒）方面的判断偏差不

无关系。

不过，随着股东方更重视电动化，腾势

的转机似乎要出现了。11月8日，北京梅赛

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宣布，奔驰品

牌首款纯电动车奔驰EQC正式登陆中国市

场，新车定位中型SUV，由北京奔驰生产。

“我们希望在电动车领域，中国也能成

为奔驰的全球第一大市场。”北京梅赛德斯-

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与市场营销首

席运营官段建军表示，自EQC开始，奔驰将

在中国电动车市场发动猛攻。与此同时，为

尽快推进梅赛德斯-奔驰电动化的落地，奔

驰还宣布，将和包括北汽集团、比亚迪等在

内的在华合作伙伴展开多维度的合作。

“奔驰当初和现在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应该会更重视腾势的发展。”贾新光表示，

“有报道称，戴姆勒正在打造一个覆盖奔驰

电动车、smart电动车和腾势的新能源汽车

销售体系。另外，汽车行业合资股比限制已

经放开，戴姆勒接手腾势销售体系，也可能

为后续提升持股比例做准备。”

上述销售人员称，与其他奔驰品牌的

车型一样，腾势X后续的售后和保养也可

以来店内进行。

除渠道共享，奔驰还正将更多自身元

素注入到腾势的新车型中。根据内饰官图，

腾势X的内部添加一些与奔驰品牌车型相

似的设计元素，前翼子板处更添加“Styled

byMercedes-Benz”的铭牌，表明与奔驰

的关系。

竞争压力仍存

尽管获得戴姆勒方面的重视，但腾势

所面对的市场竞争环境仍不容乐观。一位

腾势汽车销售人员坦言，店内销售状况并

不好。此前腾势500车型售价接近30万元，

很多客户觉得太高无法接受。虽然腾势450

价格下调，但今年市场中客户可选择的电

动车车型数量一直在快速增加，竞争对手

太多，该车型卖得也不好。

另一位腾势汽车销售人员则表示，目

前店内尚没有接到任何关于腾势X价格的

消息，只有等到正式上市后才会清楚，不过

预计腾势X价格在30万元上下的可能性比

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特斯拉实现国产以

及一些自主品牌谋求品牌向上，25万-35万

元价格区间的电动车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10月17日，广汽新能源推出全新车型

AionLX，新车基于广汽新能源纯电动汽

车专属平台GEP2.0打造，补贴后价格为

24.96万-34.96万元。10月25日，特斯拉向

中国消费者开放Model3标准续航升级版

（中国制造）车型的预订，该车型起售价为

35.58万元，NEDC续航里程为460公里，百

公里加速最快仅需5.6秒。

贾新光表示，未来特斯拉汽车在国内

的价格会降到30万元以下（大批量国产以

后），这会给腾势带来巨大的压力。在此背

景下，不仅比亚迪的价格需要调整，腾势的

价格也需要调整。腾势需要提供更具竞争

力的价格，想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把成本降

下来。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濮振宇/文并摄

展示量产设计 拜腾M-Byte在京首秀
高端智能电动汽车品牌拜腾携首款车

型M-Byte在京“点映”，这是继9月法兰克

福车展后，拜腾进行的国内M-Byte举办

的第二站车型解析，展示最终量产定型的

外观内饰设计。同时，近日拜腾智能制造基

地的首台工装件也已下线，工厂已全面进

入试生产阶段。

北京商报记者看到，拜腾M-Byte实

现了概念阶段90%的创新设计。从两年前

概念车的最初亮相开始，拜腾M-Byte最

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一块取代传统汽车

仪表盘的48英寸共享全面屏。这块标志性

的大屏得以保留，共享全面屏分为三个显

示区域，优先级最高的驾驶相关信息集中

在左侧区域，中央和右侧区域显示导航和

其他服务，这两个区域的显示画面可以互

换或打通。基于对驾驶员视线变化的研究，

拜腾还从整体上优化了用户界面显示设

计，用简单的色彩和清晰的结构呈现各类

信息，确保重要信息会显示在最合理的区

域范围内，且视线可在所有功能区域快速

移动。

从外观上看，智能化元素应用让

M-Byte的外观更具辨识度，并赋予它与

众不同的气质。在内饰方面，拜腾M-Byte

采用了“有温度的科技”的设计理念，提供

三种座椅材质、五种颜色搭配，力求在电子

科技和天然材质间实现完美平衡。

在人机交互方面，拜腾优先考虑日常

驾驶高频场景的功能需求，M-Byte上搭

载的首批App包括百度语音及导航、喜马

拉雅、大众点评、猫眼电影、QQ音乐和爱

奇艺。车顶隐形天线支持5G升级，提供最

大可能的带宽。

资料显示，拜腾M-Byte车身长宽高

为4875毫米×1970毫米×1665毫米，轴距

达2950毫米，并利用电动车优势，将空调

系统移到防火墙前面的引擎盖下，完全释

放悬浮式仪表板下空间，进一步提升乘坐

空间感受。拜腾M-Byte提供NEDC最大

550公里的续航，动力方面采用三合一高

效直流永磁电机，百公里加速仅为5.5秒

（四驱版）。新车还将提供后驱版本，满足驾

驶乐趣与日常实用性的平衡。

据介绍，拜腾自主建造的南京工厂采

用了世界领先的生产设备与技术，是一座

符合工业4.0标准的高端智能工厂。10月下

旬，首台工装件拜腾M-Byte已经在南京

下线，工厂已陆续开始试装车生产。拜腾

M-Byte计划于2020年中开始量产，随后

首先交付给中国消费者，预计2020年开始

接受欧洲和北美地区的预订，2021年正式

进入欧美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濮振宇/文并摄

外观上，荣威RX5MAX采用荣威家

族式律动设计，整体看上去略微方正，中间

进气格栅尺寸加大，与现款荣威RX5及

RX8等车型相似。整车车身尺寸方面，荣威

RX5MAX长宽高分别为4647毫米×

1819毫米×1725毫米，轴距为2760毫米，

相比现款RX5整体大一圈，轴距更是大60

毫米，因此在空间方面荣威RX5MAX会

获得不错的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新车最大亮点是智能

座舱。荣威RX5MAX搭载SKYEYE天眼

系统，通过车内后视镜下方单独的摄像头

能够主动识别面部信息，用户“刷脸”登录

后，轻踩制动踏板即可启动车辆。新车还首

次引入车信功能，支持语音、打字输入或者

拨打语音电话多种沟通方式。最为实用的

是，车信配备了一键接人功能，将确认链接

发送给被接者。被接人通过链接将自己所

在地址返回给用户，用户点车机会自动收

到后会生成导航。

此外，高德地图还专为荣威RX5

MAX定制了一版AR实景地图导航模式，

通过与车辆自身的硬件配合，可以在中控大

屏和全液晶仪表中显示，无论视觉效果还是

实际体验下来这项功能真的很值得推广。

本次试驾的为1.5T车型，配备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在试驾的过程中，该变速箱

升挡和降挡都比较平顺，虽然自动变速箱

换挡速度并不快，但在城市驾驶当中自动

变速箱的平顺性、可靠性的优势还是非常

明显，油门响应积极，在日常的驾驶中完全

够用。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文并摄

奔驰首款电动车EQC上市不
久后， 戴姆勒旗下另一合资电动
品牌腾势也将高调推新。近日，腾
势公布旗下全新车型腾势X的内
饰官图， 新车拥有更多奔驰品牌
的设计元素， 预计11月22日正式
上市。业内人士表示，短短一个月
内上市两款电动车， 反映出戴姆
勒已经开始真正重视国内新能源
市场，而这是否意味着，此前市场
表现一直不佳的腾势即将走上
“逆袭”之路，值得关注。

·资讯·

·试乘试驾·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11
月4日，北京现代昂希诺纯电动版正式上

市，全系共三款车型，补贴后售价为17.28

万-19.88万元。该车型搭载来自宁德时

代容量为64.2kWh的三元锂电池，NEDC

工况最大续航可达500公里。

外观上，北京现代昂希诺纯电动版

沿用海外版车型KONAEV设计元素，

区别于燃油版车型，该车型采用封闭式

数码点阵式前进气格栅，构建出北京现

代昂希诺纯电动版的新能源专属设计

特点。

配置方面，新车提供AUTOHOLD

自动驻车系统、集成智能网联2.0系统的

10.25英寸中控屏、7英寸液晶仪表等配

置。并且北京现代昂希诺纯电动版车机

系统根据国内情况进行本土化设计，搭

载百度地图和百度carlife互联系统。动

力方面，该车型采用由大陆集团提供的

EM15系列高电压电驱系统，最大输出功

率可达150千瓦、峰值扭矩为310牛·米。

北京现代

昂希诺纯电版上市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近
日，广汽本田联合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携手天津大学、同济大学、吉

林大学、湖南大学等多所高校正式成立

广汽本田·道路安全高校联盟。

据悉，该联盟将通过持续、定期开展

道路安全知识讲座、实车安驾技能、安全

主题活动等，促进大学生群体道路安全

行动力的养成。据统计，道路交通伤害已

经成为全球第八大死因，每年夺去全球

近130万人生命。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

统计，2017年，我国16-25岁因交通事故

死亡人员占比7.43%，受伤人员占比

11.74%。

此外，为进一步保障交通安全，广汽

本 田 多 款 产 品 还 搭 载 了 Honda

SENSING（安全超感），其中包括第十代

雅阁、冠道以及奥德赛等多款车型。据

悉，该系统包含多种安全驾驶辅助功能，

包括ACC主动巡航、CMBS碰撞缓解制

动以及LKAS车道保持辅助等。

广汽本田

成立道路安全高校联盟

荣威RX5MAX引入“刷脸”启动
三年前荣威RX5正式推出，该车凭借互联网科技

等特点吸引了不少消费者的关注， 也一度成为继哈
弗H6之后的又一爆款。 不过随着汽车市场的多元化
发展，单凭荣威RX5已经很难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三
年后，为进一步满足消费市场，上汽荣威推出全新荣
威RX5�MAX。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试驾了该车型，新
车在内外设计、 行驶品质上同样有着明显进步。其
中，新车在智能科技上的升级尤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