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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X SH-AWD北京车展首发

作为代表Acura（讴歌）产品和技术方向的旗舰轿
车，RLX SH-AWD版在本次北京车展上首发，并将于
今年8月上市。

RLX SH-AWD版搭载Acura（讴歌）全球首创
Sport Hybrid SH-AWD（多动力超控四驱系统），这是
该革新技术在量产车型上的首次应用。动力方面，RLX
SH-AWD版也集合了讴歌最先进的技术，3.5L V6直喷
i-VTEC发动机的最大功率高达230kW，最大扭矩为
369N·m。配置方面,搭载了先进的AcuraLink全能智
驾系统、独特的双屏显示系统等众多智能配置。安全方
面，采用了CMBS电子预碰撞制动系统和ACC主动巡航
系统等先进的主动安全技术，还采用了Acura（讴歌）全新
ACE双向车身保护结构，带给驾乘者最顶级的安全防
护。外观方面，Acura（讴歌）独创的Jewel Eye光学照
射系统为RLX SH-AWD版再添优雅与品位。

超级跑车NSX概念车也新装登场，新一代NSX同
样搭载多动力超控四驱系统，搭配全新研发的中置纵向
双涡轮V6发动机，打造出独一无二的超跑魅力。

多款高端车型全球首发——

豪华品牌决战中国市场
Aventador LP 700-4 Nazionale
全球首秀

继日内瓦车展上惊艳亮相之后，备受关注的兰博基
尼全新Huracán LP 610-4在北京车展上演亚洲首
秀。作为兰博基尼典范车型Gallardo的继任者，兰博基
尼全新Huracán LP 610-4拥有无可比拟的动力、多
项创新科技以及纯粹而极致的设计，必将在超级豪华跑
车市场掀起震撼浪潮。而在北京车展前夕举行的
Huracán专属技术讲解会上，兰博基尼为中国媒体深
度解析了此款巅峰杰作所搭载的各项创新科技，展现了
这一全新传奇的技术魅力。

在本届北京车展上，兰博基尼还带来Aventador LP
700-4 Nazionale的全球首秀。这款V12车型基于最新
升级的Ad Personam高级个性化方案打造而成，采用极
具特色的Nazionale专属配置，彰显出无与伦比的定制魅
力。兰博基尼Aventador LP 700-4 Nazionale搭载
6.5升自然吸气式V12发动机，可提供高达700马力的强劲
动力。其最高速度为350公里/小时，0至100公里/小时加
速仅需2.9秒。凭借卓越的性能与独一无二的设计，
Aventador LP 700-4 Nazionale将成为意大利汽车制
造传统和前沿创新科技的杰出代表。

S60L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全球首秀

4月20日，沃尔沃汽车S60L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北
京车展全球首秀。

据介绍，S60L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是在沃尔沃
Drive-E“E驱智能科技”创新子品牌战略下，为实现沃
尔沃2020年“零排放、零伤亡”愿景而开发的系列产品
之一。通过“三合一”的驾驶模式，完美实现性能与环
保、日常通勤与长途出行间的平衡。中控台下方，可通
过按钮在性能、混动和纯电动三种驾驶模式间随意切
换。纯电动模式下，续航里程超过50公里，完全可以满
足日常城市通勤的需求。在纯电动和混动模式的综合
工况下，能实现低至约2升的百公里油耗。若想体验速
度与激情的快感，也可一键转换到性能模式——这时汽
油发动机和电动机会同时开启，电动机瞬时爆发的最大
扭矩和传统发动机延绵不断的后续高转输出催生出强
大的加速度，从静止到百公里的时速疾驰只需5.5秒。

此外，S60L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以着重考虑中国豪华车
市场消费习惯的首款国产车型S60L作为载体，融合更多豪
华元素：内饰在典雅黑色的基础上加入浓郁的棕色；仪表盘
上面板、车门内侧及扶手、方向盘、中央扶手箱盖等均为真
皮包覆，精细的金色缝线突显出其天然纹理的质感。

全新NX全球首发

全新NX在此次北京车展上的亮相是雷克萨斯首次在
中国进行全球首发。基于“都市运动SUV”的设计理念，全
新NX突破SUV的传统定义，展现出LEXUS雷克萨斯对
于都市运动SUV的独到见解。它拥有凌厉锋锐的设计风
格和矫健敏捷的操控感受，同时，三种动力组合专为城市人
群量身打造，全面引领都市时尚生活的新方向。

动力方面，全新NX拥有2.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以及2.5升混合动力系统三种先进
的动力组合，并提供前轮驱动以及四轮驱动的不同选
择。NX 200t搭载雷克萨斯独立研发的2.0升双涡管涡
轮增压发动机，并搭配经过特殊调校的全新6速自动变
速箱；NX 200则配有Valvematic连续可变气门升程技
术的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实现性能、燃效、环保、舒适
的完美平衡。此外，作为全混动力的先驱者，雷克萨斯
还推出NX混动版本——NX 300h，搭载由2.5升阿特
金森循环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和蓄电池构成的先进
混动系统，能够在实现高性能的同时还带来无可匹敌的
环保特性和操控稳定性。

上接B13版

4月20日，高性能豪华运动轿车英菲尼迪
Q50 Eau Rouge原型车北京车展亚洲首发。

据介绍，这款车基于屡获殊荣的豪华运动
轿车英菲尼迪Q50而打造，得名于闻名遐迩的
比利时斯帕赛道上的传奇高速弯道 Eau
Rouge。搭载极富传奇性的双涡轮增压3.8升
V6汽油发动机，拥有418千瓦（560马力）的峰
值功率和600牛·米的峰值扭矩，4秒内即可加
速至60英里/小时（96公里/小时），最高速度接
近290公里/小时。与之匹配的英菲尼迪7速自
动变速箱，将动力平均分配给前后轴并最终传
送到四个车轮上，从而获得出色的操控性能。
此外，该车大量采用灵感源于F1赛车的碳纤维
材质车身动力学组件，车内设计则沿袭英菲尼
迪一贯坚持的宽敞与豪华，展现出英菲尼迪在
高性能车辆设计上的领先实力。

据悉，目前这款车型已正式进入工程可行
性研究阶段。作为与英菲尼迪-红牛车队之间
深度技术合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最年轻的F1

“四冠王”、英菲尼迪车辆性能总监塞巴斯蒂安·
维特尔在欧洲领先的汽车工程、测试和研发技
术中心——英国米尔布鲁克试车场，参与了对
Q50 Eau Rouge原型车一系列严苛的性能、
操控及精准驾驶评测，其提供的反馈意见和大
量赛道测试数据，将应用于下一阶段的研发中。

【英菲尼迪】

【沃尔沃】

【雷克萨斯】

【兰博基尼】

【讴歌】

Q50 Eau Rouge原型车亚洲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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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润华商务550㎡招租63616111
●繁华商圈一层商铺和商务楼

快捷酒店租 15639000089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
商场整体出租 15838169002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七栋独立楼宇及临街店面

整租分租 63212135,63212136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

招租 25000㎡，13603849974
●北四环文化路向北 900 米
空院、厂院出租 13683828370
●出租500㎡旺铺15093467600
●英才街郑州师院对面标准

教室 4 万㎡宿舍容纳 5 千人

诚邀合作，电话 13703930277

●北二七路邻丹尼斯旺铺、

周先生 15515679333
●出租经开区第八大街成熟

物流场院 13838162995
●瑞达路6950㎡商铺分租，地

下 2400㎡楼上 4 层每层 1000
㎡可做超市餐饮快捷酒店等

联系人马先生 13613836080
●陇海路兴华街前后楼现房

3万㎡可注册分割18537836899
●经三路财富广场精装写字楼

出租 13703860369
●高校窗口招租 18638602201
●世纪阳光酒店餐厅招租1000
㎡设施齐全 15333831555 冯
●陇海路伏牛路交叉口一层

旺铺 300㎡出租 13333842228
●北环路与园田路口西北角

270㎡门面招租 13603996057
●低价租售商铺 18003824996

●南曹乡附近国有土地已建

仓库 7千平方，办公场所 1千
平方，各项设施齐全，有意者

洽谈！ 13903812773 关先生

●办公店面55695655设计装修

精装写字楼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全
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招

租咨询电话 0371-87086666
框架楼招租

中原路欧凯龙旁，

6000 平米三层框架楼，整租

分租均可，适合办公、会所等！

13598836352 刘先生

旺铺招租
农业路东明路交叉口正弘旗

600㎡门面招租 15836516789

房地产
●房产疑难杂症 13613868402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96666
●租售龙湖镇107双湖大道交叉

口独院楼 4300㎡15225161598
●出售：开封南北八十大院

独栋别墅，面积：424.58 平米

毛坯，价格面议，中介勿扰

电话：13903861732 王女士

临街商铺出售
郑汴路东建材对面209㎡门口

多车位电话 15333805099
抢占财富先机
永城最具投资价值商业楼盘

金博大广场，吃喝玩娱购住游

一站式购物中心，90-3000㎡高

价值城市中心商铺，8000㎡商

务酒店，产权独立！寻找财富

掌舵人，详询 0370-5731111
旺铺出售

农业路政七街附近 1351平方

一二层旺铺整体出售，成熟

商圈，耿先生 15617851861

求购求租

●求租或合作开封、商丘、周口、

许昌200亩以上的教育、工业、

建设用地 13303714633

写字间楼

●花园路纬五路大河锦江饭店

少量写字楼招租 13592221257
整栋自持招租
郑东核心商务区

5A 甲级写字楼 86676666

出租仓库厂院

●15万㎡有合法证件仓库出

租，可供市场配套，大公司

入驻，个体可分割，墙高 6.5
米，房高 11-15 米，面积 500-
15000㎡不等，在华南城、华

商汇、曲梁服装城、安利物流

总部附近。电话400-016-6868

●高新区西四环厂房带办公

5000㎡有证 15890697377
●郑上路大小院 15639760836
●南曹仓库出租 15037129669
●南四环仓库 15937121006
●西四环马寨厂房4300㎡、办19
00㎡独院水电齐 13838581812
●郑密路厂仓 15890186812
●南四环厂仓 13213115283
●航空港区 6 万平仓储、物

流中心、厂房 13525568005
●北四环附近3300㎡水电齐全

土地厂房出租 13803814510
●绿园路与丰硕街交汇处厂

仓，面积650平米13503836789
●江山路 9800㎡13903718234

房地产中介

●郑州海洋不动产 66666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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