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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传祺新十年王牌亮出
全新传祺 GS5 10.98-16.98 万焕新登场
近日，全新传祺 GS5 上市发布
会在广州亚运城拉开帷幕。 现场粒
子变幻光彩炫目， 多维空间
carshow 五感全开，现代科技与工
业美学融合碰撞，震撼力、感染力十
足！ 代言人国际篮球巨星杜兰特的
隔空助阵更是将活动氛围推向高
潮。 广汽传祺相关领导与来自全国
的车主、经销商、供应商以及媒体记
者近千人齐聚现场， 共同见证传祺
新十年首款产品的问世。
全新传祺 GS5 共带来 9 个版
本，提供皓月灰、冰海蓝等 6 种颜色，
售价区间 10.98 万元 -16.98 万元。悦
享新生，感恩回馈，全新传祺 GS5 更
带来“2 年 0 利率”专属金融礼遇以
及“整车三年或十万公里免费保修政
策”。价值全面提升的它将对 SUV 市
场格局带来强烈冲击。
全新传祺 GS5 首先在造型上
实现了家族设计理念的升华。 它围

绕气场、气质、气韵、气度四个维度
进行设计， 前格栅采用传祺最新的
凌云翼 3.0 设计语言，似雄鹰振翅霸
气十足。 造型引领潮流，性能也先人
一步。 全新传祺 GS5 搭载传祺全新
1.5T GDI 高性能发动机，最强功率

达 124KW, 最劲扭矩达 265N·m。
匹配最新一代爱信 6 速液力自动变
速器， 动力强劲顺畅且达到国六排
放标准，兼顾节能环保。
操控方面，全新传祺 GS5 底盘
经广汽研究院首席技术官 Marco

调校， 兼顾操控与舒适，0 振感空间
给予细心守护，尽显风度。 它采用前
麦弗逊独立悬挂和后四连杆独立悬
挂, 匹配美国天合第三代 EPS 转向
助力系统，带来 0.088 秒灵敏转向以
及 34.77m 同级最短制动距离。
驾与享全面进阶的全新传祺
GS5，将以对全新潮流与出行价值的
诠释， 为消费者带来全新的驾享体
验。 同时，于市场而言，在增量市场
转为存量市场的争夺战中， 全新传
祺 GS5 也将担纲起自主品牌上攻的
重要角力者， 撬动牢牢为合资高端
所把持的 A+ 级 SUV 市场，成为中
国品牌高端突破的又一标杆。
站在新起点，透过全新传祺 GS5
可以看到，广汽传祺力求超越用户期
待，定义中国“质”造新高度。 在“追
寻伟大”的全新品牌主张下，广汽传
祺正向着“世界级品牌，全球化企业”
（焦坚英）
的目标加速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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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12.98 万起，李宇春李荣浩双李助阵

东风风光 ix5 上市开启“突破”新征程

广汽三菱奕歌震撼上市

2018年 10 月 31 日，东风风光
全新车型风光 ix5 在重庆正式上
市， 共 推 出 360TGDI、280TGDI、
220T 三种动力共计 7 款车型，官
方指导价 9.98 万元 -14.98 万元。
后续，风光 ix5 还将推出 9 万元级、
16 万元级等车型。 作为一款智能轿
跑新 SUV，风光 ix5 最大特点在于
轿跑越野化、汽车智能化、用车放心
化， 尤其是轿跑越野化更是突破性
地实现了轿跑造型与 SUV 通过性
的有机结合。
外观方面， 风光 ix5 采用了轿
跑造型， 优雅的溜背线条带来的动
感视觉效果， 为风光 ix5 贴上了显
著的时尚标签， 充分契合了 85 后
90 后年轻用户对汽车外观的时尚
审美观。动力方面，轿跑与生俱来的
速度感在风光 ix5 上也得到了充分
体 现 ， 全 系 提 供 360TGDI、
280TGDI、220T 及 油 电 混 动 等 多
种动力， 其中 360TGDI 发动机可
实现最大功率可达 170kW、 最大
扭矩可达 355N·m， 处于同级领先

越级引领时代

水平，280TGDI 更是在史上最严的
2018 年“中国心”年度十佳发动机
评选中成功获选。
在智能化时代浪潮推动下，年
轻用户习惯于更直接、更丰富、更便
捷的智能操控， 风光 ix5 在智能网
联方面有着出色表现。 不同于其他
品牌车型只在中高配上搭载智联系
统， 全 新 一 代 超 级 智 联 系 统 Lin
OS 4.0 在风光 ix5 全系车型均为
标配，这在同级中实属罕见。
上市当晚， 风光 ix5 推出包括
流量无忧、金融无忧、置换无忧、安
全无忧在内的“智行无忧”计划，广
大用户可享受终身免费车联网流
量、最高可享 3 年“0”息、最高可
享 5000 元置换补贴、 享终身免费
道路救援等。
秉承“先体验后购买”的全渠
道创新体验营销模式， 风光 ix5 有
望引领年轻用户的消费新趋势，或
将成为加速智能轿跑 SUV 蓝海市
场发展的催化剂。
（刘淑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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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体验 ALL NEW CRIDER 新一代凌派
——
面对日益激烈的中级车市场，
后燃油时代的高效低排将成为车
市主旋律，未来车企如何引领汽车
市场发展趋势，吸引更多年轻消费
圈层的关注与选择？ 广汽本田在
—新一代凌
A 级市场全新提案——
派（CRIDER）给了我们答案。
作为广汽本田倾力打造的重磅
车型，自 9 月 27 日“广汽本田品
牌之夜” 上 市 后 ， 新 一 代 凌 派
（CRIDER）凭借舒适越级的驾乘
享受、凌动型酷的设计美感以及兼
顾环保驾驭乐趣的产品优势，收获
市场的一众好评，上市以来订单累
计超 14,000 辆，单日订单最多近
千台。
外观设计上， 新一代凌派
（CRIDER） 的前脸造型更加凌
厉， 前进气格栅与羽翼式 LED 前
大灯组成的一体式设计，使得整个

前脸更加宽阔，极具辨识度；粗壮
的镀铬饰条下配有蜂窝状进气格
栅，营造出更为立体的造型。
新一代凌派（CRIDER）搭载
Honda 全 新 地 球 梦 科 技 180
TURBO 涡轮增压发动机，采用了
与同门其他 SPORT TURBO 发
动机相同的先进技术，实现最大功
率 90kW/5500rpm， 最 大 扭 矩
173N·m/2000-4500rpm， 在 低
转速即爆发出澎湃动力。
在日益攀高的用车成本面前，
新一代凌派（CRIDER）在保持高
产品价值的同时，不仅有更优秀的
燃油经济性与更低的使用成本，还
拥有绝对诱惑的价格，非常符合时
下年轻精明消费者的用车选择。目
前，新一代凌派（CRIDER）共有
5个版本， 价格区间为 9.98 万至
13.98 万元。
( 焦坚英 )

11月 6 日， 国内成长最迅速、
竞争日趋激烈的 SUV 市场迎来重
要时刻——
—备受关注的潮流车型奕
歌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正式上市，
全系共推出青春、无畏、梦想、信念、
真我五个版本， 官方指导价
12.98-18.58 万元， 力证 “新主流
实·尚 SUV”实力。
以“激活新灵感”为品牌口号，
奕歌更吸引新生代实力派歌手李宇
春、李荣浩和知名主持李锐，及樊登
读书会创始人樊登站台助阵。 活动
当晚， 广汽三菱还开启了 1000 台
奕歌优先提车权秒杀活动，18 秒即
全部秒杀完毕， 将发布会氛围推向
高潮。
本次发布会，奕歌共推出青春、
无畏、梦想、信念、真我五个版本车
型， 以极具竞争力的产品配置和多
样化价格区间组合， 为向上奋斗的

都市青年带来充分选择权。
作为雷诺 - 日产 - 三菱联盟
首款战略车型、 三菱汽车新百年首
款全球战略车型、 广汽三菱首款全
球同步上市的战略车型， 奕歌的出
现之所以能引起各界的强烈反响，
既得益于强悍的越级实力， 也与品
牌精准的年轻化定位密切相关。 以
“激活新灵感”为自信宣言，奕歌的
面市将全面激活广汽三菱品牌年轻
化基因，开启企业进击年轻化 SUV
（黄静洁）
市场的新征程。

热血魅力尽展 性能盛宴来袭

北京现代 LA FESTA 菲斯塔燃动水乡苏州
11月 3 日 -4 日，北京现代 LA
FESTA 菲斯塔区域试驾会苏州站
燃情开启。 数十家媒体齐聚水乡苏
州，与“高性能科技魅力座驾”LA
FESTA 菲斯塔一起驰骋赛道。LA
FESTA 菲斯塔是北京现代面向追
求品质、 注重时尚的年轻消费者精
心打造的诚意之作。 新车提供五款
车型、 三套动力系统可选， 售价
11.98-15.48 万元。
“颜值爆表”，这是现场参与者
对 LA FESTA 菲 斯 塔 的 一 致 评
价。 作为运用现代汽车全球最新设
计 理 念 Sensuous Sportiness 的
首款量产车型，LA FESTA 菲斯塔
的动感美学与苏州的文化底蕴相映
成趣，通过比例、结构、造型及技术
四个关键点， 组合出最自然的视觉
效果， 在这座水乡之城中彰显出个
性时尚的魅力造型。
LA FESTA 菲斯塔在注重时
尚外观的同时， 更加注重整体操控
性能。 LA FESTA 菲斯塔搭载的
280 TGDi 高功率发动机， 释放出

同级最强的 204 马力和 265N·m
扭矩， 达到同级最强的 7.6 秒百公
里加速性能。 融合了 AI 人工智能
技术的 SMART 驾驶模式， 让 LA
FESTA 菲斯塔能够根据驾驶员实
时的操作，自动在 SPORT、COMFORT、ECO 驾 驶 模 式 中 进 行 切
换，带来得心应手的驾驶乐趣，轻松
在复杂的 Gymkhana 线路中灵活
穿行， 为现场参与者带来了一场不
折不扣的性能盛宴。 除此之外，LA
FESTA 菲斯塔还搭载了北京现代
最新的“智心合一”智能安全技术
系统，包含 9 大前沿的 ADAS 智能
驾驶技术。
作为北京现代全新十五年的鼎
力之作，LA FESTA 菲斯塔凭借其
惊艳的外观设计、极致的动力性能和
丰富的科技配置，献上了一场无与伦
比的“盛宴”，征服了到场的每一位
参与者。 未来，LA FESTA 菲斯塔
必将成为所在细分市场的璀璨明星，
为更多消费者带来酣畅淋漓的驾乘
（黄静洁）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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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万起 蒙面车王
哈弗 F7 全球首发
继 8 月哈弗 F 系炫酷发布，
9 月哈弗 F5 领潮入市后， 国内
SUV 领导者哈弗再创新篇。 11
月 6 日晚， 哈弗 F7 在上海碳素
片场，以蒙面唱将的节目形式，精
心打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上市发
布会。 哈弗 F 系旗舰车型，AI 智
—哈 弗 F7 推 出
能 网 联 SUV——
1.5GDIT、2.0GDIT 两种版本，共
6款车型，以 10.9 万元到 14.9 万
元的价格全球首发。
把年轻化元素融入 品 牌 基
因，与年轻人同频共振，是哈弗 F
系坚持的理念。 哈弗 F7 上市发
布会以创新的形式再现蒙面唱将
现场， 是基于和这档综艺节目共
同的目标人群和价值诉求。 哈弗
F7 希望以更自然的状态亲近泛
90 后。泛 90 后追求个性、崇尚潮
流，是排斥标签的一代。 而《蒙面
唱将》 正是倡导选手撕掉标签，
用实力征服听众。
作为哈弗年轻化新名片，哈弗
F7 除了在中国、俄罗斯等国生产
销售外，还将出口南美、中东、欧
洲等地。 届时，全球车哈弗 F7 将
（老 铁）
真正走向世界。

江淮 iEV7S 高科技
上海重磅解密
11 月 3 日 ， 江 淮 新 能 源
“iEV7S 黑科技解密” 上海站活
动成功举办。上海的消费者和媒体
共同参与了此次活动，来自江淮新
能源、华霆动力、比克动力电池的
相关领导及技术专家共同分享解
读了江淮 iEV7S 在新能源汽车技
术方面行业领先的黑科技。
此次黑科技解密活动的主角
是江淮 iEV7S 智享版。 配备高比
能三元锂电池包，搭载一台最大功
率为 85 千瓦、 峰值扭矩为 270
牛·米的电动机，0-50km/h 加速
时间只需 4.5 秒。 综合工况续航
301 公里、60km/h 等速续航高达
360 公里， 补贴后售价仅为 9.35
万元。 其超长的续航里程、极具科
技感的配置、超高的性价比及超值
的价格， 受到众多消费者的好评，
更被誉为中国最美纯电动 SUV。
除了有最新一代智能温控技
术的防护，iEV7S 还率先采用五
层次安全保障技术。 坡道辅助技
术技术则很好的解决了纯电动车
上坡、溜坡造成的安全隐患，有效
降低事故发生率， 为消费者的安
全出行又增添一份保证。 安全有
保证，续航当然也不能落后。想要
保证续航里程， 那就离不开单踏
板能量回收技术。 只需松踩加速
踏板即可实现加速和制动， 能量
回收贡献率最高可达 20%。 在动
力系统系齿隙、起步谐振、扭矩波
动、动态扰动四方面，采用“双
馈”技术实现动力响应快且无冲
击，轻松应对 698 种行驶工况。
五大黑科技， 不仅 为 江 淮
iEV7S 的整车安全提供了有力
保障， 也充分显示了江淮新能源
作为纯电动汽车行业领先者深厚
的技术实力。 此次黑科技解密上
海站活动， 受到了现场媒体和消
费者的一致好评。
江淮还针对上海车主 开 展
“十万大闸蟹空降申城”的活动，
对老车主或通过订车征信的准车
主们，赠送价值 388 元阳澄湖大
（焦坚英）
闸蟹礼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