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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车展：哪款新车让您心动？

4月19日，上汽大通推出了
首款全尺寸智能定制互联网
SUV——D90，这款轴距接近3
米的SUV带来了真七座的驾乘
空间，20多项的自由订制成就
了普通人的私人定制，再加上阿
里的互联网“大脑”加身等，都让
这款超越同级的车型甫一亮相
就成为车展关注的焦点。

作为车长超过5米、轴距接
近3米的全尺寸SUV，它提供同
级最为宽敞舒适的第三排空间，
真正的七座SUV。标配同级最
大的12.3英寸悬浮娱乐大屏，

搭载了上汽阿里最新的斑马系
统，该智能系统自动更新可快速
修复车辆系统故障，远程控制车
辆，在线巡航。与此同时，还可
以实现支付宝支付功能、远程控
制、OTA空中远程迭代、在线音
乐、有声读物等功能。

动力方面，其配备了2.0T
高性能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匹
配法国进口邦奇6速手自一体
变速箱，再加上专业全地形底盘
调教，让D90不仅有着强劲的
动力表现，更有着出色强悍的越
野征服实力。

4月19日，江淮针对SUV
市场消费升级需求研发的全新
产品——瑞风S7在上海车展上
正式启动预售，价格为 10.98
万-15.18万元。

为满足用户对大空间的需
求，瑞风 S7 的车身尺寸为长
4790mm、 宽 1900mm、 高
1760mm，配合 2750mm 的超
长轴距，其空间表现令人满意。
瑞风S7搭载了诸多先进的智能
装备，提供了同级别领先的14
项全能ESC系统、AEB自动紧
急刹车系统、FCW前碰撞预警
系统。同时，还配备了盲点监测

系统，结合 360°全景影像和
AFS弯道辅助照明，大大提高
行车安全。

为了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
动 力 需 求 ，瑞 风 S7 提 供 了
2.0T+和 1.5TGDI 两款发动机
选择。其中，1.5TGDI是江淮自
主研发的“白金动力”发动机，最
大功率128千瓦，最大扭矩251
牛·米；2.0T发动机最大功率高
达140千瓦，最大扭矩300牛·
米。传动系统方面，两款动力都
将匹配6MT/6DCT变速箱，传
动效率高达94%，为用户带来

“低油耗强动力的驾驶体验。”

4月19日，广汽传祺“都市
大 5座 SUV”GS7国内首发亮
相，并启动全国预售，价格区间
为15.58万-22.98万元，预计在
第三季度正式上市销售。前
5000位预定用户可以享受1年
免费保养服务，更有机会获得探
索GS7首发地——2018北美车
展游或西藏探秘之旅。

作为同平台车型，GS7与
GS8造型设计一脉相承，延续了

“凌云翼”家族脸谱，前脸采用炮
筒式雾灯，黑色前保险杠，配以
粗壮D柱及三角窗亮条，整体姿
态更显运动时尚；全面领先同级

合资的车身尺寸，从容打造豪华
宽适的大 5 座空间；配备长
1.35m超大尺寸全景天窗，带来
更佳通风采光效果。

动力方面，GS7 采用 Ti
POWER 280T 及 320T 发动
机，搭配爱信最新一代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动力输出强劲平
顺，配合拥有六种模式的全地形
四驱系统，可轻松应对各种复杂
路况。此外，GS7匹配传祺智联
娱乐 In-Joy 系统，将可实现
10英寸中控屏+7英寸液晶仪
表及手机三屏互联，塑造都市大
5座SUV的智能互联新风尚。

东南汽车DX3上市之后，
迅速成为热点车型。趁势而上
的东南汽车在本次车展上推出
了——DX3 SRG车型。作为
DX3的个性运动版，DX3 SRG
加载了一系列个性化、年轻化配
置。新车共3款车型，售价为
8.89万~10.39万元。

外观方面，DX3 SRG除了
有5种个性双色车身，还新增了
日间行车灯、红色刹车卡钳等，

都让整部车更显运动激情。内
饰方面，可变色仪表盘、氛围灯
等设计，大幅提升了整车的档次
感和运动感。

动力方面，针对手动挡车
型，DX3 SRG设有畅快运动模
式，设有一键开启运动模式；自
动挡车型则搭配了畅快运动模
式&极速竞技模式，设有一键开
启运动模式和赛道模式，为消费
者带来强劲而稳定的动力体验。

4月23日，宝沃汽车BX5/
BX7双雄试驾会在郑州市省体
育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此次宝沃河南区域BX5/
BX7的双雄试驾会分为两个主
要环节，道具试驾和综合试驾，
通过全方位的性能对比，突出
宝沃BX5在不同路面条件下，

无论是通过性还是动力方面都
能够以压倒性的优势力压其他
所有同等级的竞争对手。

宝沃BX5的造型源于宝沃
家族的Wingline鹰翼式线条
设计DNA，让整车线条犹如疾
驰的雄鹰；精致的宝沃徽标配
合风叶式八边形立体格栅，与

两侧的一体式大灯浑然天成。
而作为智能互联系列首屈一指
的车型典范，宝沃BX5更是通
过B-Link智能互联系统,实现
眼、手、口、遥全知觉交互体验，
配合全景智能监测、智联生活
及智联服务系统，让您随时随
地享受智能机驾驶的乐趣。

大通T60、东南DX7、三菱帕杰罗、吉利新远景、东风标致全
系轿车、宝沃BX5/BX7——

精彩试驾 火在中原
□记者 解元利 史歌 祁驿 实习生 田昊

春暖花开，在郑州区域市场上，众多品牌推出试驾活动，从上汽大通皮卡T60、东南
DX7 2.0T CCPC冠军版、三菱帕杰罗、吉利新远景、东风标致全系轿车到宝沃BX5、
BX7，不同形式的精彩体验，让消费者全方位感受各种车型的魅力。

4月23日，上汽大通皮卡
T60河南区域试驾会在专业的
越野场地举行。来自全省的众
多车迷驾驶着T60，轻松地通
过了涉水、爬坡、急转、砂石路
面、颠簸路面等复杂路况。

上汽大通T60可以算得上
国产皮卡当中的另类产品，它
不仅造型威猛，更在安全性能、
车型品系、动力系统、配置搭

配、科技含量等诸多方面开创
了国产皮卡车型多项先河。
T60的外形充满了肌肉感和爆
炸力，尤其是前脸的造型与
SUV非常相似。内饰做工及用
料很细致。配置方面涵盖了带
数值显示的胎压监测、多媒体
大屏、自动空调以及四门一键
车窗升降等功能，此外还配有
上汽与阿里共同研发的互联网

汽车智能系统，提供车管家、在
线互联、远程控制、语音识别等
功能。

上汽大通T60搭载了一台
2.8T 四缸涡轮增压柴油发动
机，带来了强劲的动力，自博格
华纳的电控分时四驱系统，具
有高速两驱、高速四驱以及低
速四驱可选，让其能够轻松应
对各种复杂的路况。

[上汽大通] 皮卡T60体验越野

2015年，东南汽车自主研
发设计的DX7上市后销量频频
提升，近日，东南汽车又推出了
动力更强劲、性价比更高的东
南DX7 2.0T CCPC冠军版车
型，记者有幸与其亲密接触。

该车外观设计仍旧延续了
宾法设计中心的理念，还增加
了不少炫酷的运动元素，如钢

琴黑行李架以及红色刹车卡钳
等。内饰采用了时尚的双色设
计，无论是观感还是触感都是
一流水平。配置也十分“厚
道”：无匙进入/一键启动、倒车
雷达、全景天窗等实用配置应
有尽有，自动驻车、电子手刹、
清新负离子双区恒温空调等高
端 配 置 也 一 应 俱 全 。 DX7

2.0T CCPC冠军版搭载了来自
三菱的4G63T发动机，匹配的
5MT变速箱来自爱信，动力表
现和换挡手感都十分出色。在
日常驾驶时，这台发动机的动
力输出比较平缓，开起来非常
轻松。当你需要急加速，降挡
拉转速超过3000转以后，它的
加速快感令人愉悦。

[东南汽车] 试驾DX7 2.0T CCPC冠军版

4月 22日，三菱帕杰罗郑
州站试驾会在荥阳天一飞行基
地举行。本次活动通过专业设
置的全地形越野试驾场，实景
再现了“达喀尔之旅”。

本次活动以进口三菱原装
进口帕杰罗为旗舰车型，广汽
三菱欧蓝德、全新劲炫ASX、新
帕杰罗·劲畅为主力车型，尤其

是进口帕杰罗专享的趣微达喀
尔试驾体验，精心设置的全地
形实景再现，给试驾者带来了
一场激情之旅。帕杰罗作为三
菱旗下最经典的一款车型，配
备性能卓越的超选四驱系统，
拥有强大的越野性能，并12次
夺得达喀尔拉力赛冠军，成为
越野迷心中膜拜的图腾。帕杰

罗的全地形驾驭能力十分强
大，除了普通公路驾驶之外，在
面对冰雪草地、沙漠戈壁和山
地等地形时，才算发挥出真正
实力。其拥有的诸多越野利
器：超选四驱、限滑差速器、中
后两把锁、SS4-11超选四驱和
承载式车身等让它在“微Da-
kar”越野赛道中表现出色。

[三菱] 帕杰罗郑州试驾

4月22日，新远景幸福体
验营郑州站顺利开展，来自郑
州及周边地区的200余名体验
者驾驶着新远景通过各种测试
路段，纷纷对这款6万元国民幸
福第一家轿良好的平顺性、快
速响应的动力、丰富配置等特
性赞不绝口。

新远景目前提供 1.5L+
5MT、1.3T+6MT、1.5L+4AT

三套动力总成，满足用户多元
化的动力操控需求。其中1.5L
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款6万元
左右的家轿，采用了新型的扁
平液力变矩器，匹配1.5L DV-
VT全铝发动机，大大改善了抖
动及顿挫感，操控十分平顺，整
体性能和燃油经济性均有所提
升，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5.9L。
新远景配置十分丰富，搭载了

发动机防盗系统、定速巡航系
统、无钥匙进入系统、高清倒车
影像以及G-Link手机交互系
统等安全、智能配置，带给车主
便捷、舒适的驾乘体验。在郑
州站体验现场记者驾驶着新远
景，依次在百米路上体验10次
急刹与起步、蛇形弯道绕桩、O
形弯道行驶等环节，感受其不
凡表现。

[吉利] 新远景幸福体验

4月22日，2017东风标致
“动感”品牌体验行动会——全
系轿车体验季郑州站在郑州车
时尚赛车公园盛大开启。

郑州作为本次东风标致动
感体验的 125 座重点城市之
一，活动现场除了全方位展示
东风标致品牌历史、全新设计、
领先技术外，还增设了参与性

极强的试驾项目，让消费者与
汽车“负距离”接触。东风标致
508、408、新一代 308、全新
301，四款车型皆采用了“T
STT”高效动力，保障强劲动力
的同时，更充分兼顾燃油经济
性，让油耗问题得以化解，大力
维护消费者利益。让消费者更
加直观地领略东风标致轿车产

品的出众实力。
上午10点，郑州车时尚赛

车公园上空传来阵阵掌声、欢
呼声和汽车的嘶鸣声！来自郑
州的30多家主流媒体争相举
镜拍下赛车手飘移表演的精彩
瞬间，并且纷纷报名试乘试驾
体验东风标致轿车车系的激情
与速度。

[东风标致] 全系轿车动感体验

[宝沃] BX5/BX7双雄试驾

江淮汽车：瑞风S7启动预售

广汽传祺：“都市大5座SUV”GS7启动预售

东南汽车：DX3 SRG领潮上市

上汽大通：智能定制互联网SUV D90 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