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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车展上，庆铃五十铃全
新一代重型车GIGA巨咖正式
发布，以其可靠、节能、高效、环
保、安全、舒适的六大核心价值
引领中国重型车市场的新潮流,
售价35.98万-45.98万元。

GIGA巨咖延续了五十铃
“双V”家族脸谱，设计风格简
洁、大气，驾驶室采用宽大的双
层卧铺，驾驶舱操作便捷，将“舒
适”与“效率”完美融合。GIGA
巨咖新产品包括了6×4、4×2
牵引车，8×4冷藏车，4×2厢车
等车型，是一款真正“高质中价”
的新时代标杆重卡，在满足行业
需求的同时，为用户带来全面的
运营价值。同时，庆铃汽车将依
托现有400家服务网络、24小
时呼叫中心、重型车应急行动
组、备件保障体系以及客户应急
备用车等多项服务，快速、高效

地开展GIGA巨咖的售后服务
工作。

上海车展：哪款新车让您心动？

4月19日，讴歌Acura第
二款国产战略车型 TLX-L
Prototype在上海车展全球首
发，品牌旗舰SUV车型MDX
SPORT HYBRID也同时发布
市场指导价。

新车采用全新家族前脸。
充分考虑中国消费者注重车内
空间这一特点，采取比以往版
本更长的轴距设计，大幅提升
车内空间，继续采用Acura独

创的 PAWS四轮精准转向技
术，实现了空间和操控性能的
平衡。预计于今年底上市。

MDX 的 进 口 版 本
SPORT HYBRID 同日发布，
新车搭载三电机混动四驱系统

“Sport Hybrid SH-AWD”
及电子按键式换挡，配合3.0L

V6自然吸气发动机，可爆发出
321马力的强大动力，同时油耗
控 制 也 很 可 观 。 MDX
SPORT HYBRID从当日起开
始全国接受预订，市场指导价
畅驭版69.8万元，享驭版78.8
万元，尊驭版84.8万元，预计6
月上市销售。

讴歌：
发布国产长轴距版TLX-L和
MDX混动车型

东风本田正式在上海车展
发 布 了 新 一 代 东 风 本 田
CR-V，预计1.5T汽油版车型
将于今年下半年上市，而混动
版车型可能会在明年初上市。

新车提供全LED大灯组搭
配LED日间行车灯，以及带透
镜大灯组与圆形雾灯的不同组

合。车尾部分，此前单调的竖
条式尾灯变成“L”形。尾灯下
方凹陷进去的设计与车头锋利
的线条相呼应，整体效果非常
动感。此外，新车还将提供普
通天窗和全景天窗可选。

动力上，240TURBO车型
搭载最大功率142kW(193PS)，

峰值扭矩 243N·m的 1.5T 引
擎，匹配CVT变速箱，并且提
供适时四驱系统可选。而混动
版的锐·混动车型将搭载与混
动版雅阁、思铂睿相同的动力
系统，会有接近3.0L V6动力
的表现，同时仍然拥有极低的
综合油耗。

东风本田：国产新一代CR-V发布

4月19日，林肯首款混合
动力车型MKZ H在上海车展
正式上市，在售车型包括尊享
版、尊雅版、尊耀版三款配置，
官方售价为32.98万-40.88万
元，同时亮相的还有全尺寸豪
华 SUV 全新林肯 Navigator
概念车，这也是其在中国的首

秀。
新款林肯MKZ H混合动

力搭载2.0L Hybrid高效混动
发动机，并配备eCVT无级变
速箱，为车辆提供更优异的燃
油效率，综合工况油耗低至每
百公里4.1升。新车还提供混
合动力部分核心零部件8年或

16万公里免费保修。
全新林肯Navigator概念

车引入“静谧的豪华”设计理
念，将其展现给全尺寸豪华
SUV消费者。该款车型拥有林
肯有史以来最敞阔的空间，而
其强劲的性能更可胜任各种复
杂路况。

林肯：首款混动车型MKZ H正式上市

4月19日，上汽通用五菱
旗下宝骏品牌首款旅行车宝骏
310 Wagon和五菱品牌首款
SUV五菱宏光S3在上海车展
首发亮相。

相比宝骏 310，宝骏 310
Wagon的车身尺寸大幅增加，
轴距达到2750mm，除了拥有
超大的后备厢空间外，该车还
将同时提供5座和7座版车型。

宝骏310 Wagon的前脸
采用了双“U”形设计，三幅式镀
铬饰条简约精致，车身侧面作
为旅行车的造型精髓所在，线
条流畅自然。动力方面，搭载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拥有
ESC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胎压
监测、前排 4 气囊等安全配
置。此外，集成了倒车影像和
GPS车载导航等功能的8英寸
液晶大屏，无钥匙进入+一键启

动等科技配置也一应俱全。
作为五菱旗下首款SUV，

五菱宏光S3前脸采用双层进
气格栅，配合两侧造型时尚的
前大灯和雾灯组，让整个车头
看上去十分犀利、硬派和动感。

上汽通用五菱：
宝骏310 Wagon、五菱宏光S3携手亮相

4月19日，广汽三菱携旗
下祺智、欧蓝德、全新劲炫、新
帕杰罗·劲畅及进口帕杰罗五
款车型亮相车展，彰显“SUV世
家”的技术实力和发展活力。

本次车展上，广汽三菱发
布了旗下首款新能源车型——
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 祺智。

该车搭载1.5L阿特金森循环发
动机及GMC无级变速机电耦
合系统，并采用自主开发的液
冷动力电池系统，可实现纯电
驱动、增程及混合动力多种驱
动模式。

作为一款插电式混合动力
车型，祺智具有卓越的油耗表

现，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
1.8L，纯电续航里程达58KM,
无电行驶油耗6.2L。除整体的
高质量，祺智在细节方面同样
不遗余力。电子手刹、一键启
动、车联网、胎压监测等一系列
科技及安全配置一应俱全，满
足消费者的驾驶和安全需求。

广汽三菱：新能源车祺智亮相

首次亮相上海车展的野马
汽车，带来了2017款野马T70、
MPV产品野马M70、野马U能
E350等车型。4月19日开幕当
天，紧凑型SUV野马T80正式
发布，新车售价 8.98 万-13.98
万元，共计六款车型。

作为野马汽车主打的旗舰
型SUV，T80凝聚了野马汽车
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成果，具
有“高颜值、高品质、高驾值”等
核心优势，集“动感、质感、光感”

于一身，成为一部懂品位的
SUV，它以超越同级的配置及
同级中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必将
成为今年中国车坛的一匹“黑
马”。野马汽车董事长安舟在发
布会上谈道：“未来，随着野马汽
车‘三五规划’战略的不断深化
发展，‘电动化、轻量化、智能化’
产品规划的不断践行，将为消费
者带来更多全新的车型，其产品
阵容将不断壮大，将为消费者提
供更加丰富的、高品质的选择。”

野马汽车：T80正式发布

4月19日，长安欧尚品牌全
新 战 略 车 型 —— 长 安 欧 尚
A800于上海车展全球首发。

长安欧尚A800的车身线
条从侧面看去就像一只“合拢的
贝”，内饰则更像是一只“张开的
贝”。宽敞的空间、舒心的内饰、
实用的配置，处处体现人性化设
计，让长安欧尚A800成为了新
都市青年车轮上移动的家。

长安欧尚A800搭载的In-
call3.1智能互联系统真正实现
了车联网，不仅可以远程检查车

门、天窗、剩余油量、车辆故障等
状况，还可以通过手机APP远
程开关车门、关闭天窗、调节空
调、远程启动、智能寻车等，让车
主全面了解并掌控爱车。

此外，长安欧尚A800配备
了战略合作伙伴科大讯飞的智
能语音控制系统，只需一句指令
就能开启趣味智联车生活。开
闭天窗、空调、导航、播放音乐、
查询天气、拨打电话等功能“张
口即来”，语音代替双手，实现人
类史上第二次“大解放”。

长安欧尚：A800亮相

4月 19日，南京依维柯携
旗 下 全 新 一 代 依 维 柯 产 品
Daily、新能源车辆和 Power
Daily尊享版等5款6辆展车亮
相车展。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杨军虎在亮相仪式上表
示，Daily是他们针对不同细分
市场和用户痛点，专项研发的超
级多功能互联网商用车，产品用
途极其广泛。Daily 将于今年

年底全系上市。
“这是一款由中外顶尖团队

联手打造，结合中国市场客观需
求，专项研发的最新产品。”依维
柯品牌亚太区轻型商用车产品
线总监Sergio Piperno介绍，
Daily是面向未来全新设计，并
通过人机工程学的广泛应用，给
人以轿车般的驾乘体验，更多的
智能化和互联网技术也将贯穿
于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南京依维柯：Daily亮相上海车展

庆铃五十铃：GIGA巨咖“重”磅来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