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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享域：我不是思域的平价替代品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斯君）

4 月 10

日，ENVIX 享域在武汉、佛山，沈阳、重

庆、宁波五城同步上市，新车全系搭载

1.0T 发动机， 匹配 6 速手动或 CVT 变

速器，四款车型的指导售价区间为 9.98

万~13.68 万元。

作为填补东风本田紧凑型轿车产

品谱系的一款全新车型， 享域直接对

标同平台的姐妹车———广汽本田凌

派， 同时也因其定价与定位比思域

略低半档，被业界猜测是否会抢掉思

域的份额，让“双车组合拳”最终做了减

法。

从发布会现场的宣发信息来看，为

了避免内耗， 东风本田为享域找准了

“家庭用车”这个定位，从配置到能耗方

面都偏向家用车属性，而思域则主打性

能与操控。

主打年轻家用市场

享域的产品亮点总结起来有三点：

越级空间、低油耗以及丰富的科技配

置。

虽然定位于紧凑级，但享域轴距长

达 2730mm，在本田空间理念优化下，拥

有可媲美中级车的驾乘空间。 动力方

面，享域搭载了 SPORT TURBO 系列

180Turbo 发动机，最大功率 90kW，最

大扭矩 173N·m，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4.9L。

另外，享域在配置上处处体现了走

心的亮点，比如独创性地为享域的后排

设置了一块可以折叠展开的小桌板，这

块隐藏于前排扶手箱内的小桌板可以

打开向后翻折，解决了用户旅途中放置

物品的需求。

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郑纯楷介

绍，享域瞄准的就是 85/90 后青年，针

对年轻用户消费习惯，享域还推出了两

大购车政策：全系车型享受 5 年 0 利率

贷款优惠；享域全系车型将享受购置税

减半的优惠，购车即优惠 3000 元左右

的购置税，大幅拉低了购买门槛。

郑纯楷：大市场要争大份额

不少人把享域看作思域的“平价替

代品”，郑纯楷否认了这种说法。 在他眼

中，享域与思域共建“域家族”，将成为

思域征战紧凑级级轿车市场的“神助

攻”，同时也有望成为 CR-V、XR-V 和

思域之后的“第四销量支柱”。

作为本田的一款全球化车型，思域

进入中国市场已超过 13 年， 累计的品

牌号召力与影响力非享域所能比，至今

月销量保持在两万辆水平，且主销车

型是 1.5T 版本，主销售价区间为 13

万元以上， 已经和享域主销车型形

成区隔。

昔日， 东风本田依靠 CR-V 与

思域，在一些蓝海市场抢得大份额，

如今 SUV 和紧凑级轿车市场都已变

成红海，东风本田需要一款全新的走

量轿车来加强其在轿车领域的竞争力，

郑纯楷认为“大市场也要大份额”。

郑 纯 楷 说 ， 自 从 推 出 Stay a－

head———志在先端的品牌行动以来，东

风本田正在从强调功能属性的产品时

代， 迈入了注重消费体验的品牌时代。

从依靠单一车型拓展市场，进入多款明

星车型引领市场潮流， 随着“思域+享

域”组合的推出，东风本田也进入了精

细化营销的 2.0 时代。

最近， 东风本田第三工厂正式下

线，总产能将逐步爬坡至 24 万辆，主要

生产思域、杰德以及享域。 据郑纯楷透

露，思域目前仍然维持每月 2 万辆的销

量，那么新工厂留给享域和杰德的产能

空间不会很大，很有可能仍会“一车难

求”。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斯君）

4 月 13

日， 北京现代第四代胜达在三亚上市，

此次上市共推出 8 款配置车型，全系搭

载 2.0T+8AT 的动力组合，售价区间为

20.28 万元~27.28 万元。同时，第四代胜

达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 消费者购车可

享受 3 年 0 利息、1 万元置换补贴等金

融政策， 还可以选择 5 年 10 万公里、7

年 7 万公里、3 年 15 万公里三种质保

方案，北京现代甚至还提供了一年内发

票价原值回购保障，减轻消费者的后顾

之忧。

瞄准二孩家庭的首款合资六座SUV

回顾整场发布会，其关键词只有一

个———家庭，这也反映出北京现代对第

四代胜达目标人群的核心定位。

作为合资阵营里首款六座 SUV，

第四代胜达是北京现代迄今最大的

SUV，车长达到 4930 毫米，轴距达到傲

视同级的 2865 毫米，而且创新采用“2+

2+2”式六座空间布局，确保每位乘员都

能享受最优的车内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排座椅能实现

电动折叠的同时，还享有独立空调出风

口和空调控制，这算是市场上“最人性

化”的第三排。

而 2+2+2 的六座布局也是是一个

聪明的决定，一来六座车比七座车年审

方便不少，二来六座和七座之间的差别

在实际需求上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

与其强求多一个座位，不如留出中间通

道方便上下车。不难看出第四代胜达是

一台侧重家庭需求的车，其觊觎的不只

是 SUV 市场，甚至还有一部分 MPV 市

场。

“硬核”配置延续韩系高性价比风格

目前， 第四代胜达所处的 SUV 细

分市场竞争十分激烈，抢占这一“红海”

的巅峰，也是提升品牌高度、确保主流

地位的关键所在。

从配置上看，第四代胜达延续了北

京现代的高“性价比”的产品战略，再加

上同级领先的智能配置，凸显出不俗的

竞争力。

按北京现代的官方说法，第四代胜

达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集成指纹识别

技术的量产车”， 主要体现在胜达的门

把和一键启动按钮上都装备了指纹识

别原件，可存储两个人

（每人三个指纹）

数据，储存指纹后用户不需要车钥匙即

可解锁车辆、发动车辆。

或许是厌倦了为自适应巡航、车道

偏离提醒、碰撞预警这些“人有我有”的

配置背书， 第四代胜达还新增添了

“ROA 后排乘客提醒”和“SEW 安全下

车警示”这两项“人无我有”的新功能。

第四代胜达搭载的“智心合一”系

统，拥有多达 12 项 ADAS 主/被动安全

配置，2.0T 发动机配合全新 8 速手自一

体变速器，也是北京现代目前最优的动

力组合。 此外，它还搭载了在现代豪华

品牌捷恩斯上使用的 HTRAC 智能四

驱控制系统， 可自动控制前后动力分

配。

考虑上了 2.0T+8AT 的动力组合

之后，它给人的印象不再是以往韩系车

的“同配置里更划算”， 而是更倾向于

“同价位里品质更好”，这正是北京现代

希望透过第四代胜达传达给消费者的

概念。

20.28

万元起的售价， 加上一年发

票价回购保障……对于第四代胜达这

一北京现代迄今尺寸最大，科技配置最

高的车型而言， 可谓是非常实诚了，对

于其竞争对手锐界和汉兰达而言，这个

价格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而第四代胜达的价格区间较同级

竞品， 实现了超过

3

万元的价值增值，

多项科技智能化配置也 “向下普及”到

消费者力所能及的主销车型上，可以合

理地预估，搭载多项科技配置的主销车

型将 会 是 售价 为

24.83

万 元的 智 尊

PLUS

版，与汉兰达等竞品有近

2-3

万

元差额，相信胜达的加入也将对目前一

成不变的中大型

SUV

市场产生不小的

影响。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斯君）

日前，

汽车新零售平台“会买车” 在广州举行

“瑞·启新生，势·领风潮”品牌发布会，宣

布联合江淮汽车推出了全国首例按性别

区分的定制产品。

同时， 江淮汽车副总经理佘才荣代

表江淮汽车， 与会买车正式签订战略合

作关系。 这也意味着，暨德国大众、蔚来

汽车之后， 会买车成为江淮汽车的第三

个战略合作伙伴，双方将于产品开发、销

售渠道、客户体验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金融服务领域， 会买车与瑞福德汽

车金融有限公司和建元资本

（中国）

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为满足广大

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会买车还提供了 4套

专属金融购车方案， 超低首付只需要 3800

元， 年轻人即可以买一部手机的钱买一辆

车，同时还推出“超级体验官计划”。

中大型 SUV搅局者

第四代胜达为“家庭”而来

记者观察

会买车全球品牌

正式发布

东风本田执行副总经理郑纯楷。

东风本田享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