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杯新海狮、大海狮快运系列上市

（上接B12版）

4月12日，东风本田第十
代CIVIC（思域）新车发布会在
上海世博中心隆重举行，全系
共四个版本，售价区间 12.99
万-16.99万元，并计划于4月
25日北京车展期间正式上市，
有七款颜色可选。

据悉，第十代CIVIC（思
域）搭载了Honda在中国首次
运用的SPORT TURBO（锐·
T动）涡轮增压发动机，其最大
功 率 达 到 了 130kW/
6000rpm，最 大 扭 矩 达 到
220N·m/1700-5000rpm，最
快百公里加速为8.6秒。该款
发动机具备“进排气双VTC”、

“缸内直喷”和“高响应涡轮增
压”三大技术特点，综合油耗最
低为 5.4L/100km，与发动机
匹配有两款变速箱以供选择，
一款是CVT无级变速箱，另一
款则是6速手动变速箱。

动力全面革新，外观也颠
覆传统。第十代CIVIC（思域）
在延续家族飞翼式俊朗前脸的
同时，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

新，炫酷的溜背造型，一气呵成
的车身线条，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车身尺寸也全面提升，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649mm ×
1800mm × 1416mm，
2700mm超长轴距，使后排空
间更为宽裕。

同时，第十代CIVIC（思
域）搭载了大量前瞻性的智能
配置。在安全配置方面，除了
常规的ABS、EBD、VSA、ESS
等，还搭载了Honda最新研发
的 Honda SENSING 安全超
感系统。

此外，在网络互联方面，第
十代CIVIC（思域）充分考虑到
年轻消费者对智能汽车生活的
追求，也首次运用了 Honda
CONNECT智导互联系统，提
供精确导航服务，天气、新闻等
信息服务以及紧急呼叫服务
等，新车并搭载全新升级的
DA智能互联系统，实现安卓
的 Android Auto 和苹果的
CarPlay 两大系统的全面支
持。

4月12日，东风风神品牌
之夜暨东风A9/2016款东风
风神AX7上市发布会在上海
国际时尚中心隆重启幕。代
表中国自主品牌最高技术和
工艺水准的东风A9，以17.97
万-21.97万元价格震撼登场，
东风风神旗下SUV车型AX7
携 56 处全新升级，以 9.97
万-14.17 万元价格豪情上
市。东风双A利剑出鞘，打造

“华系车”的时代典范。
作为东风自主开发的首

款高端乘用车，东风A9造型
大气、稳重；搭载1.8THP发动
机和爱信6AT自动变速箱，百
公里加速8.5秒，工信部油耗
仅6.6升/百公里。在驾乘体
验方面，东风 A9 配备有：
HUD抬头显示、360度环绕影
像、双星导航与 Telematics
服务、四区独立自动空调净化
空气、NAPPA真皮座椅、10
点气动按摩和通风/加热功

能、NFINITY 12声道高保真
音响。同时，东风A9还为消
费者提供专享的“专+快”服
务：专属上门取送车、代步车
服务；30分钟的快速反馈、1
天内专家现场服务。

2016款东风风神AX7新
增1.4T动力匹配，发动机技术
稳定可靠，发动机低扭输出平
顺，动力传递高效，最大功率
可实现 103kW、峰值扭矩达
196N·m，可媲美2.0L自然吸
气发动机。新车在动力、品
质、功能、配置4大方面历经
56项全新升级，产品价值大幅
提升，全系增加HSA坡道起
步辅助系统，除入门级车型外
全部配备胎压监测及定速巡
航功能；外后视镜电动折叠、
大尺寸电动天窗、后排出风口
等实用舒适配置，进一步配备
至更多级别车型。发布会上
我们看到了东风的诚意，接下
来就要静待其市场表现了。

4月6日，长安CS15在人
民大学如论讲堂举行了全国上
市发布会，此次发布的CS15
共有四款车型，装备1.5L发动
机及5速手动变速箱，售价为
5.79万-7.39万元。

作为中国品牌小型SUV
的“搅局者”，长安CS15并非
一句“主要看气质”所能概括。
为满足年轻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长安CS15推出了可谓是
最低门槛的定制服务，除了设
计师团队精心调配的7种可选
基色外，还有8种可选套色，4
种可选拉花，内饰方面包括3
种可选内饰，加之多种自由配
置，从外到内，消费者将拥有前
所未有的1万多种个性化定制
套组的选择。

当然，长安CS15 绝不是
单纯靠个性看颜值的，其智能

互联+黄金动力所打造的随心
所欲的操控感，才是真正的核
心竞争力。以人性化智能为
核心打造的CS15 In Call 智
能车载互联系统，不仅其界面
设计精美，操作简单，更拥有语
音控制、语音导航、手机互联、
生活服务、一键救援、WIFI通
道和车载导航等众多功能。当
然光智能还不行，CS15 匹配
的动力系统，也展示了足够的
能量。1.5L 发动机加 5 速手
动变速箱的搭配，最大功率
107 马力，峰值扭矩 145 牛·
米。长安汽车透露，2016年下
半年还将增加1.0T涡轮增压
发动机和双离合自动变速箱
的组合。这款家族中的小兄
弟，跟兄长 CS35 和 CS75 一
样，动力十足，可谓是小个头
有大能量。

日前，华晨宝马旗下2系
旅行车在郑州正式上市，指导
价 23.69 万-33.19 万元。新
车基于UKL+前驱平台打造，
并采用5座布局，相比此前进
口版本，国产宝马2系旅行车
不仅在中文名方面有所调整，
而且在动力和配置方面也根
据国内市场需求进行一定升
级。

这次华晨宝马推出的 2
系旅行车，定位于“紧凑型”，
218i车型搭载的1.5升三缸涡
轮增压发动机荣膺“2015沃
德十佳发动机”大奖。宝马高
效动力技术也得到全面应用，
如驾驶体验控制系统、第二代
ECOPRO节能模式、发动机
节能自动启停、惯性滑行功能
等，实现了更低油耗和排放。

作为华晨宝马目前产品阵营
中燃油效率最高的一款车型，
三缸发动机车型标定油耗仅
5.9 升/100km。而 220i 车型
则搭载了一台2.0T发动机，最
大功率214Ps（157kW），相比
进口版车型增加了22Ps。传
动系统方面，218i车型将匹配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220i车
型则匹配了8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

作为一款旅行车，2系最
大亮点是超大内部空间，行李
厢可从 468 升扩大至 1510
升；后排座椅可按40∶20∶40
比例分开放倒，并能前后移
动。华晨宝马特别为国产创
新BMW 2系旅行车量身定
制了“悠贷金融方案”，首付低
至4.8万元，或月供499元起。

4月9日，金杯新海狮、大
海狮快运系列在河南金泰汽
车4S店荣耀上市，大海狮售
价为9.98万-10.68万，新海狮
售价为6.98万-7.68万。

此次全新上市的新海狮
快运车型采用全新的制造工
艺，车型货舱容积为6600L，
满足行业用户对载货空间需
求，侧拉门和尾门增大宽度设
计。在操控方面，新车转弯半
径为5.7m，可应对拥堵路况，
优化后的底盘最大承载力达

到1100KG，较传统轻客车提
高20%，整车搭载2.0升发动
机，同时配备德国博世ABS+
EBD，避免由于货物重、车轮
承载力不均和路面打滑导致
的刹车偏移。大海狮快运车
型在配备、空间等各方面同样
专业实用，车厢内部宽度
1750mm；高度 1650mm；容
积 8400L，空间利用率达到
40%，同时搭载引用丰田技术
的2.4升汽油发动机和2.5升
高压共轨柴油发动机。

东风本田：全新思域正式发布

东风A9/AX7双线出击

长安CS15上市，搅局小型SUV市场

华晨宝马：2系旅行车郑州上市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2016第十二届大河春季国际
车展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周
边的公交、地铁等都非常方便，所
以组委会建议大家尽量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前来观展。

公交路线：
坐到会展中心附近下车

目前市区有多路公交车可以
直接到达郑东新区CBD会展中
心，包括23路、206路、26路、135
路、919路等。

23路车主要途经碧沙岗、黄
河路花园路，最后抵达会展中心;

206路车主要途经火车站、陇
海路、未来路、商务内环路等;

26路车主要途经火车站、人
民路、金水路，最后抵达会展中心;

135路车主要途经东建材、通
泰路商鼎路站等;

919路主要途经中原路华山
路、医学院、金水路未来路,最后到
会展中心。

另外，大家还可以选择乘坐
B19路、B16路、B53路、162路到
距离会展中心最近的车站下车步
行至展馆：162路、B16路、B53路
在商务内环九如路站下车，B19路
在市房管局站下车。

自驾路线，注意看路牌

建议自驾车主可选择最近的
道路上中州大道后，由金水路立交
桥、黄河路立交桥或者农业东路等
任意路线前往。

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
沿郑州会展中心方向行驶即到，沿
途请注意路牌提示。

中州大道——黄河路立交桥，
沿郑州会展中心方向行驶，走九如
路或商务内环路即到，沿途请注意
路牌提示。

地铁路线，走C出口

选择乘坐地铁前来观展的朋
友，可在地铁一号线会展中心站下
车，直接从C2出口出来，也就是丹
尼斯1天地对面的出站口出站，步
行穿过省艺术中心广场，即可到达
车展现场。

停车指南，
一定放正规停车场

由于本次车展现场人流比较
大，也相对比较密集，建议自驾前
来的朋友，将车辆停放在CBD商
务内环及外环的地下公共停车场，
然后步行前往参观展会。

我们呼吁大家尽量将车辆停
放在会展中心的专业停车场，不要
在CBD附近乱停车，以免因为违
法停车而被交警贴罚单，因为最近
正在集中整治影响道路交通的乱
停车现象。

看车展，怎么去？
最全大河车展观展
交通路线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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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拉克XT5、长安CS15、东风本田全新思域、东风A9、宝马2系旅行车——

一大拨新车等您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