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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厦门年度新车
一汽-大众全新数字高尔夫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中高级车

广汽本田雅阁

继 2019 年夺得厦门中高级车冠
军后，2020 年广汽本田雅阁再度以
1329 辆蝉联，
展现出十足的竞争力。
该车集日系设计与品质为一
身，科技与豪华并存，燃油经济性和
运动并立。广汽本田雅阁以“黑科
技”的 i-MMD 混动技术，重新定义
了中高级轿车的标杆。
得益于第三代 i-MMD 先进的

混动技术，雅阁混动车型在带来激
情驾驭的同时，还提供了低于传统
汽油车的平均油耗表现，可谓时下
最完美的车辆动力解决方案之一。
不仅如此，现款广汽本田雅阁还针
对上一代车型隔音表现不足、智能
化差等弱项做出针对性加强，兼具
实用性的同时，驾乘高级感大幅提
升，
处在同级领先水平。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豪华车

奔驰 C 级

数据显示，2020 年奔驰 C 级在
厦共报牌 2089 辆，继续蝉联豪华轿
车报牌榜榜首，成为厦门奔驰品牌
2020 年再度夺冠的重要拼图。进入
产品末期时还有如此佳绩，实属难
能可贵。
销量出色的背后除了奔驰出色
的品牌力外，颜值、配置无不是奔
驰 C 级获胜的关键因素。奔驰 C 级

拥有宽宏大气的设计，演绎宛若天
成的动感魅力。通过棱角分明的设
计，将灵动与舒适浑然挥洒。
而在内饰设计方面，精致动感
的内饰引领潮流。采用现代的设
计 ，优 质 的 材 料 和 高 级 的 构 造 品
质，使出行充满乐趣。某种意义上
说，奔驰 C 级在豪华感的营造上几
乎无人能及。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紧凑型 SUV
全新数字高尔夫一改以往经
济型车给予消费者的“中庸”印象，
在保持了原有高尔夫车型所有经
典元素的基础上，运用时下热门的
贯穿式行车灯，连屏等设计，使整
车动感十足。特别是全新设计的
数字座舱，采用全触控布局，提供

多种智能网联功能，更可通过语音
进行操控，让智能化不再是高端车
型的专属，性价比十足。
全新数字高尔夫还提供多种
个性化配置可供自由选择，消费者
可自行选择外观套件、颜色、轮圈、
内饰等配置，为其赢得不少口碑。

自 2020 年 11 月上市以来，全新数
字高尔夫两个月交付量已突破万
辆。在车市下行、A 级两厢车市场
出现负增长的大背景下，高尔夫仍
然以出色的交付量大幅领先竞争
对手，稳居细分市场第一，跑赢行
业增速，
无愧年度最佳新车。

新宝骏 RS-5

创新设计、科技水平高、空间表
现好是支撑新宝骏 RS-5 赢得 2020
年度最受欢迎紧凑型 SUV 大奖的
三项重要组成因素。
新宝骏RS-5整车设计颇具概念
感，
带给消费者前所未有的科技出行新
体验。同时，RS-5搭载的斑马3.0车
机系统操作流畅，
大幅领先同级竞品，

甚至提供卡拉OK等娱乐功能，
使技术
充满乐趣和温度。
空间表现上，
新宝骏RS-5虽然车
身长度仅有 4570mm，
但相比同尺寸
车型，
拥有更加出色的乘坐舒适度及装
载表现。值得一提的是，
新宝骏RS-5
还连续两年获得多项中国量产车性能
大赛单项冠军，
动态性能出众。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中级车

广汽丰田雷凌

全年销量 2662 辆，力压兄弟车
型，拿下 2020 年厦门车型销量排行
榜第一名。在日系车厦门销量集体
下滑的背景下，广汽丰田雷凌表现
可谓亮眼。
2020 年，雷凌在换代车型的基
础上，推出了满足新能源牌照的双
擎 E+版本和更年轻的运动版车型，
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经济型轿车热
门之选的地位。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中大型 SUV

长安福特探险者

在全新 TNGA 架构的加持下，
广汽丰田雷凌在驾控性能、油耗表
现，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方面更上
一层楼。特别是在安全性方面，雷
凌相比其他竞品车型，在中配车型
上就已全面配备了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ense 智行安全系统，更有
效保障驾乘人员安全，助力雷凌荣
获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中级车
大奖。

随着“7 座车型 6 年免检”措施
的正式实施，中大型 SUV 市场去年
迎来多款重磅新车。全新福特探险
者硬派的外观和极具智能化的内
饰，获得了此次评选专家团队的广
泛好评。
相比竞争对手，探险者是唯一
采用 50:50 后驱平台打造而来中大
型 SUV 产 品 ，为 车 辆 带 来 更 具 豪
华、运动的用车感受。此外，探险者

还是唯一采用 2.3T 涡轮增压发动机
的车型，
动力表现同级领先。
数据显示，全新福特探险者自
2020 年 6 月底上市以来，共销售近
2 万辆，成为 35 万元以上合资中大
型 SUV 的热销车型。新车也帮助
了福特在华实现全年销量 60.26 万
辆，同比增长 6.1%的好成绩。这也
是自 2017 年以来，福特汽车在华全
年销量首次实现同比增长。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豪华 SUV

宝马 X3

2020 年，宝马在中国市场共交
付 77.74 万辆，成为国内销量第一的
豪 华 品 牌 汽 车 制 造 商 ，创 下 了 自
1994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最好的销
售记录。在这之中，宝马 X3 功不可
没，2020 年，宝马 X3 共销售 13.4 万
辆，
占宝马销售总量的 17.23%。
原汁原味，是宝马 X3 获胜的关
键因素。与同级竞争产品相比，X3

并未进行加长处理，
而是通过更具人
性化的设计，
满足了消费者日常用车
的使用需求。机械素质同样更胜一
筹，
宝马 X3 拥有更出色的动力表现，
更运动的底盘支撑，
更精准的方向盘
手感，
俘获了专家评审团的芳心。
值得一提的是，
宝马还针对性能
车迷，
首次推出 X3M 车型，
为驾驶者
提供了更加硬核的车型选择。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自主品牌车

五菱凯捷

凯捷是五菱品牌升级后对高端
市场的首次尝试。相比此次参与竞
争的其他候选车型，
凯捷创新性的车
型定位是其获胜的关键。
凯捷定位大 4 座 MPV,采用
“2+
2+2”
的6座布局模式，
内部可根据乘客
需求，
在6座与4座之间自如切换。当
车辆切换为4座布局时，
凯捷可变身为
一辆超大空间的4座MPV，
为后排乘

坐者提供极其奢华的空间乘坐感受。
此外，五菱凯捷还在车辆研发
方面下足功夫，不仅采用全球顶尖
供应商硬件，同时在研发过程中通
过对比国际领先产品，营造出越级
的产品体验。
权威数据显示，凯捷自上市以
来，稳居中国 MPV 销量榜前三，其
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2020 厦门年度最受欢迎新能源车

比亚迪汉

汉是首款搭载比亚迪刀片电池
技术的新能源车型，新车自上市后
累计销量突破 4 万辆，成为 2020 年
下半年中高端轿车市场表现最亮眼
的车型之一。
比亚迪汉在三电系统领先行业
的同时，
设计上也让人眼前一亮。汉
采用 Dragon Face 2.0 设计语音，简
约的线条勾勒出极具辨识度的家族
式前脸，
配合文字
“汉”
的车标，
中国味

十足。与此同时，
比亚迪汉也在内饰
方面提供相比同价位产品更加高级
的用料，
以及更加丰富的智能硬件。
性能方面也颇有建树，汉 EV 四
驱高性能版旗舰型零百公里加速仅
需 3.9 秒，还实现了 32.8 米的全球同
级别新能源轿车百公里制动最短距
离、80 公里/小时的中国中大型轿车
麋鹿测试最佳成绩，各项数据比肩
世界一流水准。

2021 厦门年度最值得期待新车

全新奔驰 S 级

作为旗舰级豪华轿车的代表。全
新奔驰S级一改以往严肃、
庄严的设计
思路，
采用了最新的家族设计语言，
赋
予一种耳目一新的豪华感。新车内饰
设计颇具看点，
特别是中控区域最抢
眼的12.8英寸OLED材质多媒体显示
屏，
其搭载了奔驰最新的MBUX信息
娱乐系统，
系统支持指纹识别、
面部识
别和AR导航等功能。
此外，
全新奔驰S级还配备了各项行

业领先的科技配置。并在安全方面，
提供
业界首创的后排正面安全气囊系统。
相关数据显示，
现款奔驰S级上市
至今，
约有1/3的销量来自中国市场。
而更高级的迈巴赫S级，
中国市场销量
几乎占到全球总销量的70%。如此高
的占比，
反映了S级在中国市场的超高
人气。全新奔驰S级的推出势必将延
续这股热潮。
本版文/本报记者 高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