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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26日，郑州远
达雷克萨斯在金沙湖高尔夫会
所举办新ES试驾体验活动，让
众多车友深入地了解了雷克萨
斯新款ES车辆的优越性能。

2015款全新ES升级上市
后，不仅让整车外观更加年轻
时尚，更为重要的是新车在延
续六代车型经典的基础上进行
多达60项升级。在试驾过程
中，雷克萨斯ES300h的发动
机和电动机配合起来可以用天
衣无缝来形容，切换逻辑合理，
转换过程行云流水。车辆启动

时，发动机不工作。当车辆处
于怠速状态下，此时仅由电动
机提供动力(电池组电量充足
的前提下)。如果驾驶者需要
让车辆紧急加速时，发动机则
会马上开始工作，与电动机配
合一同向前轮输出动力。当车
辆处于正常行驶的状态下，发
动机会在保证动力充足的前提
下，视情况为电池组进行充
电。反之，当车辆处于制动的
状态时，凭借动能回收系统，车
辆可以将一部分动能转化为电
能为电池组充电。

东风日产新蓝鸟、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版、宝马新3系……

长假之前多款新车亮相
核心提示：长假之前，有多款新车亮相，东风日产新蓝鸟正式预售，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版、宝马新3系、全新皇冠

2.0T、北汽威旺M30、绅宝D20等亮相郑州，与此同时，东风悦达起亚全新K5、雷克萨斯全新ES推出试驾活动。

9 月 25 日 ，以“ 我 就 这
YOUNG”为主题的东风日产
LANNIA蓝鸟全球预售正式启
动。此次，LANNIA蓝鸟推出

“红动酷黑领潮版”车型共四个
级别，预售价格为 12.29 万~
15.29万元。

作为东风日产年轻化战略
实现商品化的第一款车，LAN-
NIA蓝鸟以“源自年轻”为开发
理念，汇集日产全球精英团
队，专门为都市活力年轻人打

造而成。其自4月20日全球首
发亮相以来，广受年轻消费者的
赞誉与期待。

LANNIA蓝鸟“红动酷黑领
潮版”车型，以具有跑车风范的
红黑运动内饰，带来酷炫的视觉
观感及极佳手感，配合杯架氛围
灯，让每一位年轻车主尽显潮
范。据悉，东风日产此次推出的
LANNIA蓝鸟“红动酷黑领潮
版”为限定抢购版，仅在活动期
间发售，以满足新一代年轻人追

求个性、与众不同的消费心理。
此外，东风日产还重磅推出
LANNIA蓝鸟“预订专属礼包”：
凡预售期间下订的消费者，可享
受优先提车权，并有机会获得
LANNIA蓝鸟车模精品及迷笛
WEEKEND的门票；同时，消费
者还将有机会成为一个拥有特
制专属礼品的幸运者，获得
LANNIA蓝鸟与明星潮牌合作
设计的潮流产品。

玛莎拉蒂和杰尼亚——意
大利的两个传奇家族品牌，百年
来首次联手，推出全球100台的
玛 莎 拉 蒂 总 裁 杰 尼 亚
（Quattroporte Zegna）限量版
轿车，并为中国车主保留 22
席。9月下旬，该车亮相郑州法
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
版完美车身，裹以独特的铂金丝

色调，专属的外观颜色彰显不凡
品位和身份。轮毂用与车身外
饰颜色相同的特殊金属漆，并采
用特殊工艺确保轮毂在高温情
况下也不会褪色、变色。从精选
丝绸与上乘粒面皮革的完美交
融，到雅致的Greige织物色调
（灰色和米色），从伯尔胡桃木及
镀 铬 饰 边 ，到 标 有 "One of
100"的黄铜色中控台，以及由杰

尼亚订制的剪裁工艺，玛莎拉蒂
总 裁 杰 尼 亚（Quattroporte
Zegna）限量版内饰的每一个细
节都彰显最纯粹的意大利品位。

玛莎拉蒂总裁 Quattro-
porteV8轿车，亮相郑州法利，
购买该车可享16项私人订制服
务计划、5年／5万公里专属保
养计划，以及更多量身订制的专
属礼遇。

9月26日，由郑州宝莲祥、
河南中德宝、郑州郑德宝联合举
办的新BMW 3系上市发布会
在秀台时尚俱乐部拉开帷幕，万
众期待的新BMW 3系在郑州
正式上市。作为全球豪华运动
型轿车细分市场的创领者，
BMW 3系中期改款车型拥有全
新的外观设计、更纯粹和个性鲜

明的设计套装以及更丰富的配
置，再次全面提升产品竞争力。

新BMW 3系外观设计更
加动感，全系标配最新设计的
LED大灯。在动力方面，搭载了
先 进 的 BMW TwinPower
Turbo发动机与8速手自一体
变速箱的黄金动力组合、带高速
滑行功能的ECO PRO节能模

式，此外，50∶50前后轴重量分
配、后轮驱动，以及独到的底盘
调校等傲视同级的优势，带来了
毫不妥协的纯粹驾驶乐趣。与
此同时，领先同级的互联驾驶服
务、8.8英寸中央显示屏、全彩平
视显示系统、更多的驾驶辅助功
能，让新BMW 3系豪华与科技
感再次领先同级。

9 月 28 日，全新 CROWN
皇冠D-4ST2.0T+车型在郑州
艺术中心上市发布。全新皇冠
2.0T+沿袭了皇冠汽车一贯的卓
越品质，并以其独有的T+动力
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全系标配
2.0T+官方指导价为26.48万～
38.98万元。

全新CROWN皇冠 2.0T+
作为一汽丰田全面年轻化的重
要战略车型，有着卓越的产品品

质和强劲的市场竞争力。全新
CROWN皇冠 2.0T+全系标配
2.0T+双涡管涡轮增压发动机搭
配手自一体式8档自动变速箱
（8 Super ECT）、S&S智能节
油启停系统等十多项先进豪华
装 备 。 全 新 CROWN 皇 冠
2.0T+0-100KM加速7.7秒，带
来“瞬秒对手”的畅爽；百公里综
合油耗7.4L，与强大的动力系统
形成鲜明对照。尤其值得称赞

的是其中高速连续加速能力。
1650转～4400转之间均可保持
350Nm强大扭矩的连续爆发能
力让专业测试人员也感到“神清
气爽”。同时在2.5L车型4年或
10 万公里保修的基础上，将
2.0T+双涡管涡轮增压发动机保
修延长至6年。拥有这些值得
艳羡数据的背后是这款发动机
的“四双技术”给予的全面支持。

9月26日，在北汽威旺河
南郑州和诚店和郑州顺之诚
店，威旺M30携“幸福更‘劲’
一步”的产品理念为大家带来
不一样的幸福“惊喜”，活动现
场更有正式入驻北汽威旺品牌
售卖的绅宝D20惊喜亮相。

北汽威旺M30于日前正
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一个排量
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4.58
万~5.38万元。

外观方面，北汽威旺M30
基于现款M20车型打造而来，
新车的头部给人感觉十分舒
展，并且针对前进气格栅以及
前保险杠下部等处造型进行了
调整，使其看上去显得十分简
洁、大气。另外为了整车看着
不会太显单调，其车顶配备了

行李架，并在尾部设计了小型
的尾翼，整体看起来要更加年
轻一些。

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采
用了对称式设计，整体设计侧
重实用性。其各按键功能区布
局十分规整，上手难度不大。
配置方面，新车将配备主/副驾
驶双安全气囊、ABS刹车防抱
死系统、多功能方向盘以及可
支持手机互联的多媒体娱乐系
统。

北汽威旺M30搭载一台
1.5L自然吸气发动机，该发动
机最大输出功率75kW，峰值
扭矩145N·m，传动系统方面，
与其匹配的是 5速手动变速
箱。

9月23日，东风悦达起亚
举办全新K5试驾活动，抢鲜体
验全新K5的性能与品质。全
新K5进一步强化外观和内饰
细节，虎啸式前脸已成为东风
悦达起亚的标志性设计，全新
K5犀利的鹰眼前大灯和LED
日间行车灯巧妙地将钻石质感
前中网镶嵌其中，下方三颗粒
LED雾灯画龙点睛。为满足
消费者差异化诉求，全新K5有
MX时尚版和SX运动版，塑造
出全新K5高性能轿跑风范；轴
距更增加10毫米营造出更大
内部空间。

本次试驾会重点体现了全

新K5的动力，其中1.6T涡轮
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和扭矩分
别达180马力和265牛·米，匹
配 7挡双离合变速器。全新
K5引入丰富科技体验，如盲区
监测、车道偏离辅助、智能自动
巡航+AEB自动紧急制动、智
能远近光等安全辅助新装备，
可有效阻止意外发生，智能泊
车辅助、智能车载互联、JBL音
响等一系列智能高端配置应
用，提升驾驶舒适性，也赋予车
主更多驾驭乐趣，全新K5还有
集SOS紧急救援、车辆关怀、
安全安防及远程控制等智能服
务的UVO车载信息系统。

东风日产：新蓝鸟正式预售

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版亮相郑州

宝马汽车：新3系惊艳上市

一汽丰田：全新皇冠2.0T郑州上市

北汽威旺M30、绅宝D20郑州同步上市

东风悦达起亚：全新K5抢鲜试驾

郑州远达：雷克萨斯全新ES试驾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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