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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大河车展人气——

多款新车登陆中原
□记者 解元利 祁驿 史歌 介明钢 李哲 实习生 田昊

4月15日到18日，2016第12届春季大河国际车
展期间，会展中心人潮涌动，各大厂家多款新车也借助
车展的人气，正式宣布登陆中原市场。

4月16日，别克全新一
代君越在大河车展现场举
行郑州上市发布仪式，新车
包括28T、20T两大系列共
6 款 车 型 。 官 方 售 价 为
22.58万-33.98万元。

全新一代君越，车身
41%采用超高强度钢，全系
配备10安全气囊，首次引入
了智能安全系统和行人识
别功能，是通用全球首款使
用ETRS电子排挡的车型。
全系配备换挡拨片和运动
模式，大大提升了驾驶乐

趣。加入了HUD平视显示
系统和苹果的CARPLAY、
百度的CARLIFE等便利性
和娱乐性配置。全系标配
第四代的 ONSTAR 安吉
星，建立了车载 4G 网络。
整车减重超过两百公斤，并
全系标配发动机自动启停
功能，大大降低了在城市拥
堵情况下的油耗。

据悉，截至发布会当
天，全新一代君越在河南地
区的订单已超528台。

4月16日，传祺GA8正
式上市，共推出 6款车型。
其官方售价区间为 16.98
万-29.98 万元。在4月 15
日的大河车展上，广汽传祺
GA8在上市的前一天首秀
郑州，也是全国唯一一个提
前亮相的城市，表现出厂家
对河南市场的重视。

动力方面，传祺GA8将
搭载广汽自主研发的2.0T
或1.8T涡轮增压发动机，其
中2.0T发动机的最大功率
138kW，最大扭矩 300N·
m，1.8T 发 动 机 则 约 为

270N·m。两款发动机都将
匹配来自爱信的6挡手自一
体变速箱，带有运动模式、
经济模式和手动模式。

车身尺寸方面，传祺
GA8的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5003mm/1910mm/
1508mm， 轴 距 为
2907mm，定位于中大型轿
车，主攻行政级市场，也是
广汽传祺目前旗下最宽大
的车型。超过1.9米的宽度
不仅让其车身看起来更加
大气，也让其内部空间有着
不错的表现。

4月15日，江淮汽车在
大河车展上推出橙色版瑞风
S2和豫见版瑞风S3，两款新
车 的 售 价 分 别 为 5.88
万-7.58万元和7.08万元。

橙色版瑞风S2的前脸
采用了宝瓶造型设计，在进
气口及前保险杠等多处使用
了镀铬饰条装饰。车身侧面
的造型较为简洁，车顶安装
有银色行李架。新车尾部设
计较为小巧，配备有车顶小

型扰流板并集成了高位刹车
灯。

豫见版瑞风S3，是河南
区域的定制版本，售价为
7.08万，其不但继承了易驾
SUV 的优质内核，更在外
观、内饰、配置等方面做出多
达11处升级。在第二代瑞
风S3的优良基因上，豫见版
是基于用户需求的“全新升
级”，对年轻消费群体用车提
供了更为舒适的便利。

4月16日，长安CS15在
大河车展上举办了河南区域
上市仪式，官方售价为5.79
万-7.39万元。

CS15 搭载 EA15 高效
能发动机，采用“静，劲，净”
的核心技术，加速时能够感
受到顺畅的动力输出。STT
怠速启停与EPS电子助力系
统完美结合，让你轻松应对

拥堵路况。
CS15外观小巧灵活，但

大尺寸的全景天窗从整体上
带来巨大的空间感受。后排
座椅可4/6放倒，后备厢最大
容积可达1100L，加上巧妙设
计，使整体空间发挥到了极
致。同时配备ESP 9.0车身
电子稳定系统、HEEAB吸能
式车身结构、胎压监测等。

4月15日，上汽大通全
新G10柴油版在大河车展举
行了郑州区域上市发布会，
其 官 方 售 价 为 13.38
万-26.98万元。

对于家庭用户来说，全
新G10最大的吸引点就是配
置高、动力强劲而且油耗
低。在科技配置上，全新
G10配备了博世9.1 版ESP
系统；Car-Link人机智能交
互系统。此外，智能变道提

醒功能、360°环视全景摄
影、全方位泊车辅助系统、自
动防眩目内后视镜等高端配
置也有加入，充分保证了行
车安全。动力方面，全新
G10 搭载上汽集团“蓝芯”
2.0TGI发动机，采用缸内直
喷、第二代高效涡轮增压、
DVVT双可变正时气门等多
项先进技术，在提升动力的
同时满足国五排放要求。

4月16日下午，进口大
众蔚揽旅行车在大河车展举
行了郑州地区上市发布会，
新车售价为29.98万-43.58
万元。

蔚揽的侧面视觉效果相
当修长，这主要是因为采用
反置式发动机，使发动机舱
盖离地面有所降低（14 毫
米），车身线从灯眉一直延伸
到车后，浑然天成。蔚揽采
用的是MQB平台，所以这款

车造型比例非常平衡，短前
悬、长轴距，低矮但宽大的车
身，车内空间得到最大优
化。内饰最大的特点，就是
跟出风口相连的格栅叶片，
部分镀铬，形成一种人坐在
里面感觉很宽敞的水平方面
的空间感。14向调节人工学
设计电动座椅，作用在于将
调整的幅度及角度最大化，
尽可能适应乘客身材与支撑
的需求。

4月16日，全新一汽大
众宝来惊艳亮相大河车展。

换装了大众家族最新的
外观设计风格后，新宝来的
颜值要比老款车型高了不
少。底盘部分与大众家族最
新风格的内饰进行了完美融
合，短前悬长轴距的布局为
优化车内空间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同时动力输出方面也
进行了优化调校。

新宝来的轴距增加了
39mm，为舒适的驾乘空间
提供了优质保障，车身显得
非常修长，前大灯组增加了
新设计的U形日间行车灯，
加上双腰线设计，使新车看
起来更加时尚有魅力。配置
上诸如无钥匙进入、8个泊车
雷达及泊车影像等实用配
置，为实际驾驶提供了不少
便利。

4月16日，广汽丰田雷
凌增值限量版上市发布会在
大河车展举行，雷凌限量增
值版较普通版增加了更多科
技配置：配备10英寸大屏导
航娱乐系统、行车记录仪，还
有真皮座椅。

全新中级车雷凌自国内
上市一年半以来，迅速占领
中级车市场，超时尚外观，北

美版卡罗拉，源于北美，高于
北美，现增值版车型上市，增
配各种时尚科技元素，更重
要的是不加价！动力方面，
广汽丰田雷凌增值限量版搭
载1.6L和1.8L发动机，传动
系统与1.6L发动机匹配的是
5速手动和CVT变速箱，与
1.8L发动机匹配的是6速手
动和CVT变速箱。

4月15日，梅赛德斯-奔驰全新
V级豪华多功能车上市发布会在大河
车展举行，上市的共有 3 款全新
V-class 级车，售价48.9 万-61.8 万
元。

全新V级车拥有梅赛德斯-奔驰
家族全新的设计风格、豪华的空间和
先进的科技：充满动感的前脸设计、炯
炯有神的LED前车灯、镀铬进气格栅
内嵌梅赛德斯-奔驰星徽标、乘客舱
深色隐私玻璃、空气动力学侧裙、大尺
寸铝合金轮毂及大气庄重的车身颜
色。全新 V 级车提供 3200mm 和
3430mm两种轴距尺寸以及2+2+2
和2+3+2两种座椅布局，灵活的座椅
组合方式可以充分满足个性化的出行
需要。全新V级车全系采用梅赛德
斯-奔驰M274 2.0T汽油发动机搭配
7G-TRONIC PLUS七速手自一体变
速系统，并提供换挡拨片。

4月16日，全新途安L华中区上
市会在大河车展举行，售价为15.58
万-23.08万元。

全新途安L配备的星空全景电动
天窗，拥有1.4㎡的超大玻璃尺寸，配
合电动遮阳帘和防夹功能，更贴心。
采用平整化座椅折叠设计，并首次采
用副驾驶座椅折叠功能。除了5座车
型外，新车还提供可变身7座车型的
魔术空间选装包。其后排座椅放倒后
与行李厢地板齐平，配合副驾驶席放
倒功能，置物空间贯穿整个车身。第
二排外侧座椅可选装集成式儿童安全
座椅，无需再被庞大的外置式儿童座
椅占据大部分空间。特别设计Easy
Entry便利进入系统，使用全进口的
座椅轮滑部件，使进出第三排座椅更
便利。此外，还配备有智能三区独立
空调，集成AQS空气质量感应器和
Clean Air PM2.5空气净化系统。

4月 16日，2016款斯巴鲁森林
人、新 XV 借着大河车展在中原发
布。其中，2016款斯巴鲁森林人售价
为23.98万-33.48万元，新XV售价
为18.98万-22.98万元。

全面进化的新款森林人进一步
强化了作为SUV车型固有的高度均
衡性能，在提高“外观设计”和“行驶
愉悦”及“操控稳定性”和“乘坐舒适
性”的同时，再次提升安全性能。新
款森林人还成为斯巴鲁旗下首次配
备LED远近光切换、随动转向前大灯
的车型，提升了行驶安全性。

新XV在车身外观和内饰等多处
进行了提升，包括重新设计了前进气
格栅上的镀铬饰条，并在雾灯处新增
了日间行车灯。标配蓝牙电话、自动
启停、车辆动态控制系统、自动驻车、
胎压监测、倒车雷达等。新车依旧搭
载2.0L水平对置自然吸气发动机，匹
配CVT无级变速器，并全系标配左右
对称全时四驱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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