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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来汽车，最不缺乏就是争议。 伴随

一路质疑声，蔚来的第二款量产车 ES6 以

更接地气的方式来了。 日前，信息时报记

者率先试驾了这新款车。 相较于 ES8，ES6

除了外观、尺寸、定位的变化外，ES6 在细

节上， 有了更多方便消费者使用的倾向。

本月下旬，ES6 首发纪念版将正式交付，蔚

来 ES6 将迎来更多检验的目光。

外观更加年轻态 内饰细节有进步

单从造型上来看，ES6 传承了 ES8 的

家族造型。从车身尺寸来看，ES6 车身尺寸

为 4850 毫米车长、1965 毫米车宽、1758 毫

米的车高以及 2900 毫米轴距。 中大型

SUV 的尺寸， 造型却变得更加年轻化、运

动化。“X-Bar”家族式设计前脸，悬浮式车

顶以及种类繁多的个性化车身颜色，都令

ES6 看起来非常雅致。 蔚来标志性的日间

行车灯依然存在，但它的雾灯和前大灯成

了一个整体，这让 ES6 的前脸有了“大眼

萌物”的感觉。

女王座驾、中控超大储物空间……在

ES8 身上就得到用户认可的基因， 在 ES6

身上也得以传承。 按照蔚来汽车的说法，

“ES6 在之前 ES8 的基础上， 要做得更好，

而这些都是蔚来在充分调研用户在使用

过程中的反馈之后， 做出相对应的调

整。” 这样的思路， 也使得ES6进化得更

为人性化。

内饰方面，ES6 也与 ES8 类似，但是做

工更为精致。 屏幕尺寸增加到 11.3 英寸，

边框变窄。 智能配置上，不得不提蔚来最

拿手的车载 AI 系统 NOMI， 通过它可以

实现不少的功能。 用语音指令完成所有按

钮的动作， 也是挺有意思的体验。 此外，

ES6 整车支持 FOTA， 可以在线升级几乎

所有车载控制器。

可选装84kWh电池包 续航明显提升

关于续航里程，蔚来 ES6 推出基准版

与性能版， 如果性能版搭载 70kWh 电池

包后，可拥有 430 公里的续航里程。 此外，

ES6 还可以选装搭载 84kWh 电池包，选装

后性能版可拥有 510 公里的续航里程。 相

比起 ES8，ES6 续航的提升非常明显。 电芯

供应商均为宁德时代。

ES6 采用了前永磁同步电机， 后异步

感应电机的配置，前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

率 160 千瓦、最大扭矩 305 牛·米、能量转

化率高达 96.7%； 后异步感应电机最大功

率 240 千瓦、最大扭矩 420 牛·米，有助于

强劲加速。

对于蔚来而言，全方位人性化用户保

障服务，被众多现有车主认可，尤其是充

电保障服务体系中的换电服务，已经可以

涵盖从北京至深圳，2250 公里的超长跨城

续航保障，但是换电网络需要统一标准电

池。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更接地气的品牌“试金石”

———试驾蔚来 ES6

如果说蔚来

ES8

是依靠不计成

本的服务来赢得消费者的心 ， 那么

ES6

可谓就承担了蔚来汽车走量的

任务。 基础版的

ES8

续航里程仅为

355

公里，甚至低于目前很多售价十

几万元的自主品牌电动车产品 。 而

ES6

的续航里程则在

410

公里之上，

售价也相对便宜。而蔚来品牌无论是

工人、机械、销售渠道都已经经过全

面的磨合，已经有能力造出更成熟的

产品，而蔚来

ES6

将很好地扮演这块

“试金石”。

记者点评

ES6

将是蔚来品牌“试金石”

看点： 领克品牌和

CMA

基

础模块架构的首款性能车产品

领克性能进阶计划新车———领

克 03+在本次车展上首发亮相，领克

将其定义为“中国品牌首款高性能运动车

型”，目前官方并没有给出具体售价，但参考

11.38 万至 16.68 万元的领克 03 指导价。

作为领克品牌和 CMA 基础模块架构

的首款性能车产品，03+是领克产品布局的进

一步完善。车展现场，领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陈思英表示，领克 03+车型是领克 03 家

族产品性能进阶计划的里程碑，以加号为标识，

实现设计、动力、操控三方面实力加乘。

外观上，领克 03＋以更凌厉的设计风格，将

整车气质提升到全新高度。 新车空气动力学性

能进一步升级，配备全碳纤维运动套件，最大下

压力从 11 千克提升到 40 千克， 大大提升了操

控稳定性和动态性能表现。

动力方面， 领克 03+搭载 JLH-4G20TDC

型 2.0T 直列四缸直喷发动机 ， 最大功率

187kW（254PS），传动系统匹配 8 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和博格华纳的第五代智能四驱系统， 官方

宣称其百公里加速仅为 5.9 秒， 动力输出非常

惊人。驾驶模式上还加入赛道模式，在该模式之

下油门响应、 换挡逻辑的反应都会变得非常激

进。

本次车展，领克延续“都市游乐场”理念，以沉

浸式展台设计，为现场观众带来全新时尚生活互动

体验。同时，领克旗下全能智驾 SUV—2019 款领

克 01、高能轿跑 SUV 领克 02 以及豪华智能插

电混动 SUV 领克 01 PHEV 也同步亮相， 全面

展现了领克汽车立体化的高端产品矩阵。

开幕当天， 早晨九点的展馆已经有

不少观众， 随着处可听到销售人员鼓舞

士气的口号。 在这一届“以销售为主导”

的深港澳车展上， 花样百出的优惠政策

随处可见。 刚上市不久的东风悦达起亚

全新

K3

推出了优惠政策， 包括一千元

油卡、最高三年免息分期、高达八千元的

二手车置换补贴等；上汽大通

G10

采用

了整合的方式，就是现金优惠、交车大礼

包、置换补贴、低首付零利率以及享受粤

B

牌，综合优惠幅度达

5

万元；沃尔沃推

出“型走都市计划 ”，包括

5

年用车无忧

豪华礼包、

20%

首付

18

期零利率金融服

务方案和

2

年免费保险等。 或许是和上

海车展有单独的媒体日不同， 在深港澳

车展媒体日即公众日 ， 车企纷纷让利 ，

“大卖场”式车展能让记者一窥最真实的

市场。

记者手记

看点：满足国六

b

排放标准，提

供两款车型， 售价分别为

18.59

万

元、

20.29

万元

一汽-大众探岳 1.4T 征途版在

华南区正式上市。 新车满足国六 b

排放标准， 提供 280TSI 舒适型、

280TSI 豪华型两款车型， 售价分别

为 18.59 万元、20.29 万元。

探岳 1.4T 征途版拥有更先进

的动力总成和舒适装备， 以及更高

的安全性能。动力方面，搭载黄金动

力总成———EA211 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 DQ381 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拥有同级最强的扭矩， 达到了 250

牛·米，既能提供充足的动力，又能

保持较低的油耗， 综合动力全面领

先于当下市场同级主力车型。

与此同时，一汽-大众基于对华

南市场的重视和华南地区客户特殊

的用车需求， 在本届车展上还推出

了华南定制版车型。 定制车型包括

双探、迈腾、高尔夫等八大车系，共

计升级、定制装备近 20 个，指导价

保持不变。一汽-大众华南销售事业

部营销总监孙刚表示，一汽-大众希

望通过这些配置更丰富、 性价比更

高的华南定制版车型， 更好地满足

华南用户的需求。

据了解， 针对广深两地逐步放

宽对广州、 深圳两市汽车摇号和竞

拍车牌指标，扩大准购规模，一汽-

大众响应迅速。一汽-大众华南销售

事业部总经理张强表示，凡在广州、

深圳两个地区购买探岳豪华型、迈

腾豪华型的消费者， 即享购置税

50%补贴的优惠大礼包。

领克

03+

一汽 -大众

探岳 1.4T征途版

新车试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