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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吃饭扫码支付成习惯

微信支付公布《新一线城市生活画像》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胜）8 月 8 日，“
88 智慧生活日”迎来高
峰，向用户送出千万份免单和海量红包。同日，微信支付发布了智
慧生活“新一线城市”完整榜单，成都、杭州、南京、厦门、大连、东
莞、天津、宁波、武汉、沈阳、福州、苏州、西安、郑州、重庆、长沙和
青岛等 17 个城市上榜。
此次智慧生活领域“新一线城市”榜单是微信支付根据商业
设施完善度、城市智慧化程度、未来可塑性等指标综合评比后划
分的名单。入围此次新一线城市榜单的城市，在经济、科技、人文、
环境等综合因素下，更具持续发展能力。 而随着移动支付以及各
个场景不断数字化、智慧化，这些城市的居民能够享受到传统一
线城市甚至世界级城市的生活体验。
《新一线城市画像》中，各个新一线城市都展现出了独具特色
的消费与生活方式。 例如，成都在零售、餐饮、交通、旅游、医疗等

大部分消费场景中领跑，而西安、苏州、南京则在政务民生上排名
前三。
移动支付及其衍生行业能力之所以被新一线城市居民广泛接受
使用。 甚至成为市民偏爱的生活方式，这与其便利性息息相关。
比如，通过“扫码购”，顾客可以实现边扫边买的快捷购物
体验，无需排队结账，这也得到了成都、重庆、东莞和厦门市民的
认同，他们使用
“
扫码购”的频率最高；在餐饮方面，扫码自助点餐、
“
扫一扫”，武汉人扫码吃饭成习惯，南京
支付让大家吃饭都习惯了
“
智慧停
人和天津人最热衷于吃火锅， 而沈阳人最喜欢去烧烤店；
车场”、微信高速缴费等帮助车主节省进出停车场与高速缴费路
口的时间，重庆人则在使用智慧停车场上受益最多；微信智慧
旅游让新一线城市的旅游提升服务质量，成都、重庆和西安成
为新一线城市中旅游热度最高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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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和人员发生的巨大动荡也对魅族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业
内人士认为，魅族 16 系列堪称
“
搏命之作”，寄托了忠实
“
魅友”和创
始人黄章的殷切希望，但略感可惜的是，黄章本人仍未亲自站台。

SUV 热延烧 三款重量级新车入市
尽管进入 2018 年以来， 轿车市场出现明显回暖，SUV 市场则降温
明显，但汽车厂家仍在主推 SUV 市场，近期就有三款重量级 SUV 入市。

全新 JEEP 指挥官大五座版上市
速器的组合。 这套组合是 Jeep 智能科技
体系中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动力总成担
当，动力强劲、燃油经济佳。
全新 JEEP 指挥官搭载的 FSD 四轮
独立自适应减震系统，悬挂从最软到最硬
只需要 0.2 秒，车虽然很大，但是开出“紧
凑”的操控体验，遇到坑洼及颠簸路面时
仍能提供很好的滤震和缓冲体验，拥有如
高端轿车般的操控感。

在保障安全方面，全新 Jeep 指挥官
依旧以美国最高安全标准（IIHS）为基准，
采用行业两大最高标准：公路行驶下的中
美欧五星和越野环境下的最高抗扭标准
打造的车身，采用 76%高强度钢，给每一
位乘客带来更坚固的守护。
记者邓志鹏

一汽 - 大众 T-ROC 探歌上市
7 月 30 日， 备受瞩目的一汽 - 大众
T-ROC 探歌正式上市， 售价 13.98 万元
~20.98 万元。 新车的推出，弥补了一汽 大众在 SUV 这一细分市场的空白。 探歌
搭载了 1.2T/1.4T 高低功率 3 款发动机，
分别匹配 5 挡手动变速箱 /7 速干式、湿

式变速箱。
探歌基于大众 MQB A1 模块化平
台打造，内部空间宽敞却不影响驾驶的灵
动。 全系标配了车顶行李架、大面积底盘
保 护 、 后 泊 车 雷 达 、TPMS 胎 压 监 测 、
Auto Hold 自动驻车、EPB 电子手刹、
LED 日行灯、LED 尾灯、可加热外后视镜
及转向灯、PM2.5 高效空气滤芯、后排出
风口、后排双 USB 接口等装备，无论是日

常代步还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都可
以轻松出行。
最值得称赞的是探歌的越野能力。 探
歌首次在 280TSI 车型上引入了 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拥有更强的抓地力
和脱困能力。 四驱车型所配备的多路况驾
驶模式系统， 可提供 4 种公路模式、2 种
越野模式和 1 种雪地模式，可以轻松应对
各种路况。
文 / 吴怡萱

美貌与才华并重——
—试驾广汽丰田 C-HR
基于 TNGA 架构下的丰田双子星毫
无疑问是今年大热的车型， 而 C-HR 这款
全球战略 SUV， 已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
区上市，特别受到年轻一族的青睐。 近日，
我们来到羊城试驾这个
“
潮流新物种”，看看
是不是既有颜值又有实力！
C-HR 的外观性感而富有速度感，同
时颇具一些跨界的味道。C-HR 搭载了基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胜）面对游戏手游化
的潮流, 荣 耀 手 机 推 出 AI 大 屏 旗 舰 荣 耀
Note10。 双 Turbo:GPU Turbo & CPU
Turbo (Turbo 键)、THE NINE 液冷散热技
术、麒麟 970 AI 芯片,在这些“吓人的技术”
加持下, 荣耀以更迅猛的姿态抢占游戏手机
这一细分市场。
此前, 荣耀发布了 GPU Turbo 革命性
图形处理加速技术, 这一次, 出厂自带 GPU
Turbo 大杀技的荣耀 Note10 又带来了更为
“吓人”的突破性技术——
—CPU Turbo,击破
了当前移动平台 GPU 在空间、散热、功耗平
衡上的技术限制,让手机更快、更酷。

武汉晚报（记者章胜）8 月 9 日，途牛网
对外发布 《2018 七夕旅游消费趋势预测》，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今年七夕节旅游消
费的群体中，80 后人次占比 41%，90 后群
体人次占比近 29%。 与往年相比，平时并不
是旅游消费主力的 95 后在今年的七夕团期
旅游产品消费中预订人次呈迅速上升趋势。
基于 95 后消费习惯的随机性特征， 预计随
着七夕的临近，未来一周这一增长幅度或将
再度提升。
在客源地方面，南京、北京、上海、天津、
武汉、广州、西安、成都、沈阳、杭州等城市消
费者七夕出游热情较高，一、二线城市用户
依然占据较大比重。 同时，收入水平较高的
扬州、镇江等三四线城市预订人次增幅较为
显著。

车潮

美编 易顺清 校对 何红四

上周，Jeep 大指挥官正式推出其 5
座版车型，新车共推出 5 款 2.0T 车型，售
价 25.98 万元 ~31.58 万元。 全新指挥官
的车身尺寸和大指挥官保持一致，长宽高
分 别 是 ：4873mm、1892mm、1738mm， 轴 距
2800mm， 由于减少了第三排的座椅，使
其后备箱拥有高达 1000L 的容积。
全新 Jeep 指挥官与七座版车型采
用相同的 2.0T 发动机与 9 速手自一体变

荣耀 Note10 发布
抢占游戏手机市场

今年七夕
“
95 后”成消费生力军

超轻薄屏下指纹、91.18%高屏占比

武汉晚报讯（记者章胜）91.18%的屏占比、屏下指纹最轻薄
手机亮相……8 月 8 日，魅族科技（MEIZU）在北京演艺中心正式
发布全新魅族 16 旗舰手机。 魅族 16 旗舰手机包含两个版本，分
别是魅族 16th 及魅族 16th Plus， 均配备高通骁龙 845 旗舰芯
片，拥有远山白和静夜黑两种配色，将于 8 月 20 日 0 点正式发售。
其中， 魅族 16th 拥有 64G、128G、128G 三种存储组合，分
别售价 2698 元、2998 元和 3298 元； 魅族 16th Plus 亦有三种
存储组合选择，128G 版售价 3198 元，128G 版售价 3498 元，
256G 版售价 3998 元。
从今年上半年国内智能手机市场来看，“寒冬” 态势依旧延
续。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 年 6 月，国内手
机市场出货量 3661 万部， 同比下降 12.4%；2018 年 1~6 月，国
内手机市场出货量 1.96 亿部，同比下降 17.8%。
去年魅族旗舰机 Pro 7 系列销量不达预期有关外， 公司的管
“

星期五

于 TNGA 架构开发的全新发动机 2.0L
发动机，得益于高速燃烧技术、智能可变
控制系统以及 D-4S 双喷射系统，这款发
动机可以实现 40%热效 率 和 高 输 出 功
率。
在试驾过程中，C-HR 的方向盘转向
力度适中，敏捷精准，对于驾驶员传达的
指令会迅速做出反馈。 油门调教和大多数

日系车一样比较灵敏，轻踩油门，起步轻
快有力。 归功于丰田第四代 CVT 变速
箱——
—Direct Shift-CVT 变 速 箱 ，
C-HR 不会像配备普通 CVT 变速箱的
车型那样，反应慢、起步肉，但又没有丧失
CVT 良好平顺性的优势，并模拟 10 速换
挡模式， 可以说集聚 AT 和 CVT 优势于
文 / 吴怡萱
一身。

一汽 - 大众速腾 1.2T
网约车交付
7 月 27 日，“质敬时代，赢领未来——
—一
汽 - 大众 2018 网约快车推介会” 在武汉万
达嘉华酒店隆重举行。活动中对速腾 1.2T 采
购金融政策进行详细地解读， 让现场嘉宾更
深刻地感受到速腾 1.2T 是作为网约快车省
钱又省心的最佳选择。
网约车司机代表舒先生， 以亲身经历为
大家分享自己与速腾 1.2T 的故事。 他说道，
速腾 1.2T 在安全、舒适和实用性上的表现很
好，动力平顺还很节油，给乘客带来更加舒适
的乘坐感受，好评不断。
随后，一汽 - 大众领导与嘉宾为网约车
租赁协会及网约车商会代表进行了交付仪
式，200 台网约车同时交付， 象征着一汽 大众开启了武汉网约车市场的新征程！
文 / 吴怡萱

东风风神全新
AX7 今日上市
据最新消息， 东风风神新一代 AX7 将
于今日正式上市，新车共提供两款动力总成，其
分别搭载了 DFMA14TD 型 1.4T 缸内直喷
发动机与来自 PSA 的 1.6T 涡轮增压发动
机。
从外观上看，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前脸设
计，看起来线条感更强。 相比之下，新车双色
的尾部造型则更加抢眼， 贯穿式尾灯组进一
步拉宽了新车的视觉宽度， 进一步凸显了车
辆的运动感。
走进车内，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内饰设计
风格，告别现款车型毫无亮点的中庸设计。新
车整体使用了黑色作为主色调， 并在细节之
处加入了银色饰条以及钢琴面板进行点缀，
使其整体看上去十分年轻、时尚。
记者邓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