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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标杆 汉兰达骑士版引领向前
9月5日，在2019成都国际车展

上，汉兰达骑士版首发亮相上市，进
一步提升车型价值、扩展产品序列，
以更强阵容、更高价值、更多元选择，
回馈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可。汉兰达
骑士版新增光感式智能开闭LED前
大灯，金色饰条塑造“黄金眼”大灯造
型，酷黑外观搭配尊崇棕色内饰，提
升豪华品质的同时打造时尚高级
感。厂商建议零售价为30.48万元，
即日起全面发售。

高价值体验 实力强劲突破

汉兰达骑士版基于四驱豪华版
车型进行个性化打造。新增LED自
动前大灯，具备光感式智能开闭功
能，带来更高质感；酷黑外观更加个
性时尚，金色饰条塑造“黄金眼”大灯
造型，犀利夺目，在黑夜中更显锋
芒。尾灯饰件、前格栅、行李架进行
熏黑设计，加上骑士版专属19英寸
酷黑哑光轮毂，诠释永不过时的黑色
经典。内饰方面，骑士版新增专属棕
色座椅，采用黑色木纹门内饰板及黑
色木纹仪表台饰件，富有活力的同时
更进一步提升内饰豪华气质，更显尊
贵质感。

骑士版保留了汉兰达的众多“硬
实力”。汉兰达骑士版搭载日本原装
进口的2.0T D-4ST双涡管涡轮增
压直喷发动机，匹配6前速变速箱，
拥有双喷射、双循环、双涡管的领先
科技，能输出162千瓦的最大功率和
350牛·米的峰值扭矩，带来顺畅爽快

行驶质感的同时，实现优异的燃油经
济性；采用智能、高效的AWD电磁
控制四驱系统，能够主动智能切换两
驱和四驱模式，兼顾节油和通过性；
还有前麦弗逊、后双叉臂式悬挂，也
令骑士版具有良好高速稳定性和操
控能力。汉兰达骑士版搭载Toyo-
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丰田规
避碰撞辅助套装），包括PCS预碰撞
安全系统、LDA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AHB自动调节远光灯系统和DRCC
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力求确保用
车安全和安心，带来高价值体验。

高质量热销 助力品牌进化

近年来，无论国内车市如何跌宕
起伏，大中型SUV市场始终是最具
活力的细分市场之一，更成为各大车

企的必争之地，这也使得该细分市场
的竞争更为激烈。作为大中型大七
座SUV的开拓者和领军品牌，同时
也是“SUV式生活方式”的创领者，

“豪华大7座SUV”汉兰达自2009年
正式国产至今，凭借其强大的产品力
以及出色的市场口碑，累计销量超过
90万台，在大中型SUV细分市场的
市占率始终稳居第一，创造了持续高
质量热销的“汉兰达现象”。今年1-
8月，汉兰达销量超过6.2万台，继续
强势领跑大中型SUV细分市场。其
中，30万级车型销量占比达到80%，
四驱车型占比高达86%，产品需求结
构更加高端化。

不仅如此，汉兰达还不断为客户
带来行业领先的优质体验，增加与消
费者的触点，提升品牌价值感及顾客
的用车体验。从2017年起，广汽丰
田开展了一系列的汉兰达车主感恩
回馈行动，包括免费尊享南航VIP休
息室、在全国多个城市的高铁站、机
场以及热门商圈尊享汉兰达专属免
费停车位和免费洗车服务、在全国广
汽丰田销售店享受保养免费接送车
服务和汉兰达车主专属代驾服务
等。目前，汉兰达车主专属免费代驾
里程券以及免费停车、洗车福利正在
火热放送中。此外，今年初，广汽丰
田还积极响应增值税调降政策，汉兰
达最高调降5000元，保养件价格最
高降20%，并为老客户赠送保养服
务，更好地提升顾客的用车体验。

廖咏雪

*汉兰达骑士版共有墨晶黑、珍珠白两种车身颜色可选，选择珍珠白车身色需另加2000元。
*汉兰达30万级车型包含33.08万元、30.98万元、29.98万元共4款车型。
*国产汉兰达车主可享，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2020年1月，详情请关注广汽丰田微信公众号（gac_toyota），查看精彩栏目相关信息。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公开出让年限商业40年、居住70年予以公
告，公告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9:00至2019年10月8日17:00。土地供应方将公开出让。公开出让时间为2019年10月
9日15:30（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网站：http://jyzx.cqnc.gov.cn/html/9/Index.shtml
联系电话：（023）71413398 联系人：戴先生 重庆市南川区公共资源综合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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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秋文化的重要载体，月饼年
年都有，今年更有新意。

连日来，记者走访调查主城区多家
线下卖场及部分电商平台发现，今年的
月饼市场，除了传统口味的月饼外，还
有不少“新派月饼”，在口味或包装设计
上颇具个性，让人耳目一新。

那么，传统月饼与新派月饼同台竞
技，谁更胜一筹？

口味五花八门

在永辉超市龙湖源著天街店，货架
上的月饼琳琅满目，传统月饼、新派月
饼的品类都不少。

传统口味有莲蓉蛋黄、五仁、豆
沙、火腿、枣泥及百果味等。新派月饼
则有橙子、哈密瓜、凤梨、玫瑰、椒盐等
口味。

在新世纪超市大学城熙街店、新
世纪超市石油路店、重百超市观音桥
店、盒马鲜生重庆旗舰店及南桥寺、冉
家坝沁园店、华生园蛋糕店，记者还发
现了三文鱼芥末、梅干菜、流心奶黄、法
式乳酪、榴莲等新口味月饼。

而在淘宝、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
台上，甚至还有小龙虾、藤椒牛肉、蒜
泥、乳酸菌、黑毛猪肉等各种新奇口味
的月饼。

包装设计玩“跨界”

今年月饼的“新”，也同样体现在包
装设计方面。

记者在位于观音桥的茂业百货看
到，月饼货架上摆放的三只松鼠月饼，
主打国潮系列，推出了漫画版孔夫子、
苏轼、李清照礼盒。

而在新世纪超市观音桥店、拼多多
等多家线下、线上卖场，还有更多玩跨
界融合的月饼。

譬如，北京稻香村携手故宫淘宝推
出的“入眼秋光尽是诗”月饼礼盒，尽显
文人墨客的风雅之趣；良品铺子联合敦
煌博物馆设计的“良辰月·舞金樽”“良
辰月·弄清影”“良辰月·团圆意”等7款
国潮中秋礼盒，巧妙融合飞天舞女、九
色鹿、三兔共耳、明月等敦煌文化元素；
功德林苏式月饼搭配木版水印技艺制
作的朵云轩“福”“寿”盒盖，一举融合了
两家“百年老字号”的两项国家级“非
遗”技艺……

价格仍是决定销量关键因素

月饼年年有，为何今年更有新意？
“月饼的销售周期短、利润高、竞争

激烈，厂商必须大力创新，才能脱颖而
出。”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认为。

这些五花八门的月饼谁更能赢得
消费者青睐呢？

“传统口味月饼基本上年年都在
吃，已经吃腻了。今年出了很多新口味
月饼让我也想尝试一下。”在重百超市
观音桥店，已选中一盒榴莲味月饼的年
轻人刘冰表示。

“不过，更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还
是喜欢传统口味的月饼。”新世纪超市
石油路店一销售人员透露，在该超市，
传统口味的月饼比新口味月饼更好卖。

沁园石马河国奥村店店员也介绍
说，该店的传统口味散装月饼很好卖，
其中，经典的广式莲蓉蛋黄月饼几天前
就卖完了，需要补货。

记者浏览淘宝平台上的各月饼品
牌旗舰店发现，各种新口味月饼销量明
显低于同等价位的传统口味月饼。在
广州酒家淘宝旗舰店内，158元的蛋黄
莲蓉豆沙月饼礼盒月销量超过30000
盒，而同等价位的柠檬茶风味月饼礼盒
和流心奶黄月饼礼盒销量，仅为前者的
十分之一左右。

据拼多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
中秋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拼多多平台
月饼订单量已突破1500万单，比去年
同期上涨逾130%。其中，蛋黄、豆沙、
五仁等传统口味月饼仍然更受消费者
欢迎。比如，传统的广式“双黄白莲蓉”
月饼，更是在拼多多上长期处于多人拼
单抢购状态。

记者调查发现，不论口味如何、包
装设计如何，最终确定其销量的关键因
素还是价格。

新世纪超市大学城熙街店销售人
员介绍，消费者选购月饼，更看重口味
和价格，包装并不是其首要考虑因素。
连日来，该店卖得好的月饼，主要是价
格比较低的月饼，尤其是几十元到一百
多一盒的月饼及散装月饼很好卖。

阿里指数最新统计数据也显示，近
30天，月饼在糕点点心行业中采购指
数排名第一。其中，50.9—119元的礼
盒出售量最大，占比达28.13%。

月饼年年有 今年新品多
记者调查发现月饼销量关键因素还是价格

本报记者 黄光红 实习生 王天翊
本报讯 （记者 张莎）一轮圆月，

一袭清辉，也映照着我们的家国情怀。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这让这个中秋节更显别致。怎么过中
秋更有意义更暖人心？

据了解，连日来，我市各区县纷
纷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中秋非
遗剪纸传承志愿活动、做花灯、包月
饼、打糍粑……在向传统文化致敬的
同时也展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赞
美、对祖国的热爱，充满浓浓的家国
情怀。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上下翻飞，随
心裁剪，一只栩栩如生的玉兔便跃然眼
前。9月12日，大渡口区堰兴剪纸非
遗传承人周定洲一手娴熟的剪纸功夫，
看得堰兴社区居民直呼过瘾。当日，由
大渡口区文旅委主办的“月寄相思意，
纸剪中国情”庆中秋非遗剪纸传承志愿
活动走进各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
间艺人用剪纸的形式，将团圆与美满融
入其中。

在新山村沪汉社区，剪纸传承人为
居民们现场教学国旗和“囍”字剪

法，大人小孩学得十分用心。大家挥
舞着一面面小国旗，表示要把作品
好好保留到国庆节，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年。

9月12日，在北碚区歇马街道华
伟社区，居民们聚集在一起共度中秋佳
节，大家包月饼、话家常、庆团圆，现场
一片喜庆祥和的气氛。

9月11日，长寿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小朋友们在家人的陪伴下，通过手
工做花灯了解中国丰富的传统历史文
化，迎接中秋佳节。中秋自古便有玩花

灯的民俗。早在北宋《武林旧事》中记
载的中秋夜节俗，就有将“一点红”灯放
入江中漂流玩耍的活动。灯笼也是幸
福团圆的象征。

9月10日，永川区双石镇迎国庆
“茶竹姐妹.糍粑暖心”送温暖双学双
比活动在五龙桥村举行，来自各村（社
区）的建卡贫困妇女和妇联干部、乡
贤、区镇人大代表等一起打糍粑。大
家轮番上阵体验打糍粑的乐趣，大家
打糍粑、做糍粑饼，弘扬传统文化，传
承民间特色食品制作。

月寄相思意 共话家国情

图①：9月12日，大渡口区堰兴社区，剪纸非遗传承
人周定洲教社区居民剪“嫦娥奔月”。 记者 崔力 摄

图②：9月11日，长寿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小朋友
在家长陪伴下，一起做花灯。 通讯员 张异 摄

图③：9月12日，北碚区歇马街道华伟社区，居民
们包月饼、话家常、庆团圆。 特约摄影 秦廷富

图④：9月10日，永川区双石镇，来自各村（社区）
的建卡贫困妇女和妇联干部、乡贤、区镇人大代表等一
起打糍粑。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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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一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及多轮
读者海选、专家评审后，由重庆日报发
起的2019“中国西部好车榜”评选活动
日前揭晓。凭借其出色的市场口碑、强
大的产品实力，良好的企业形象，好车
型、好车企、好营销、好公益等各组别大
奖花落各家，上汽通用、广汽丰田、广汽
本田、东风日产等多家汽车企业榜上有
名。

随着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
能力的不断提高，西部消费者的购车
换车需求也更加强烈，西部市场已成
为国内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汽车
消费市场。尤其是近两年来，中国汽
车市场明显放慢了脚步。

如何逆流而动保持可持续增长，
是众多车企的共同难题。车企逐渐
把更多的工作重心向西部倾斜，西部
也成为各大车企加码竞争的新战
场。大众、丰田、沃尔沃、北京现代、
吉利等品牌纷纷落户西部建厂；上汽
通用、东风日产、广汽本田、奥迪、宝
马、奔驰等众多车企也都相继建立起
功能齐备的西区事业部，不断加大在
西部市场的渠道建设。

2012年，借助重庆日报强大的公信
力，首届西部“好车榜”评选启动并获得
圆满成功。评选不仅在业界引起热烈
反响，同时也为全国车企提供了一个更
具影响力、公信力的企业传播平台。让

西部消费者更了解汽车品牌、产品和服
务；让汽车厂商能更精准把握拿捏西部
消费者需求，强力助推车企深耕西部车
市。

今年作为第八届评选，2019西部
“好车榜”自8月初启动以来，即获得
了广大读者及厂家的高度重视及广
泛参与。本届“好车榜”具体奖项主
要分为好车型、好车企、好营销、好公
益等多个组别，先由读者通过邮件、
微信等方式进行投票，再结合业内专
家的综合评审，以更全面、更详实地
反映消费者真实的购买意愿和用车
评价。

在一个多月的评选过程中，各组
别奖项角逐激烈。其中“好车型”组
别的竞争尤为白热化，甚至出现选票
呈“拉锯战”态势。上汽通用、广汽丰
田、广汽本田、东风日产等品牌旗下多
款主流畅销车型均进入了该组别候选
名单，高颜值有实力是这些车型吸引
消费者的一大利器。

有数据显示，广汽丰田第八代凯
美瑞自上市以来，销量高质量稳步增
长，8月销量18216台，同比增长19%，
持续供不应求；东风日产轩逸今年上
半年累计终端销售209557台，全面领
跑国内家轿市场。从最终的评选结果
来看，西部消费者青睐的车型也与国
内市场基本保持一致。此外，上汽通

用、丰田中国、爱驰汽车等车企则凭借
其在西部地区的高知名度圈粉无数，
分别在“好车企”“好公益”“好营销”组
别评选中脱颖而出。

（廖咏雪）

2019西部“好车榜”评选揭晓
深耕西部车市 多家车企榜上有名

好车型
全新凯迪拉克CT5

雪佛兰创界
别克昂科拉GX
广汽丰田凯美瑞

广汽本田新一代凌派
东风日产轩逸

好车企
上汽通用汽车

好营销
爱驰汽车

好公益
丰田中国

2019“中国西部
好车榜”榜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