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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耿子腾

11月 5日，上汽大通2018
款 G10PLUS在郑州国际会展
中心举行了河南区域上市发布
会。新车提供 1.9T 柴油版与
2.0T 汽油版两款车型，售价
13.38万～26.98万元。

全 新 2018 款 大 通
G10PLUS由上汽和阿里强强联
手，在MPV上首创搭载最新上
汽阿里斑马智能互联系统，打造
出了国内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互
联网MPV。

新车对配置做了多项升级，
并且全系车型对车辆内饰板和
方向盘的材质进行了优化改
进。另外，旗舰版、豪华行政版
及行政版车型增加了棕色座椅
配色与黑色内饰搭配。

新车还配备了最新一代博
世ESP9.1电子稳定辅助系统、

双侧电滑门、RMI防侧翻辅助
系统、HBA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360环视全景影像、智能变道提
醒系统、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
全方位泊车辅助系统，再加上高
清智能触控大屏及阿里斑马智
能互联系统的辅助，新手也能放
心开着出去。

全新凯迪拉克XTS格调上市
售价29.99万～35.99万元

□记者 解元利

11月 5日，在北京的新地
标——“凯迪拉克中心 CA-
DILLACARENA”（原北京五
棵松体育馆），全新一代凯迪拉
克XTS格调上市。此次共推
出了三款车型，提供五种车身
颜色和三种内饰颜色，售价
29.99万～35.99万元。

当晚，亚洲多栖天后莫文
蔚、顶尖创作才子李健、超人气
新生代偶像华晨宇和流行乐坛
实力唱将吉克隽逸携手献上精
彩演出，与焕新登场的新美式格
调轿车——全新一代凯迪拉克
XTS交相辉映，为现场观众带
去独具格调的感官视听体验。

全新XTS在车身设计上
将最新ESCALA概念车的设
计灵感注入其中：流线型溜背
式车身设计、星瀑式自适应前
大灯、直列式飞翼尾灯等，都令
全新XTS在车流中有着鲜明
的识别度。全新XTS采用的
全新一代移动互联体验CUE

对操作界面、语音识别系统、导
航系统均进行了全面升级。除
核心配置的优化升级外，全新
XTS还拥有领先同侪的全系标
配，包括BFI一体式强化车体
结构、Brembo定制刹车系统、
Bose® 环 绕 音 响 系 统 、
Bose®ANC主动降噪静音系
统、Ultra-View 全景电动天
窗、广角倒车影像等诸多亮点，
全面提升了豪华车的入门基

准。
今年前10个月，凯迪拉克

品牌销量近14.37万辆，同比增
长高达60.9%，成为国内车市
增速最快的豪华汽车品牌。对
此，上汽通用汽车总经理王永
清表示：“未来凯迪拉克的产品
型谱将不断丰富完善，到2020
年将覆盖豪华车各个主流细分
市场，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消
费需求。”

新高尔夫家族上市
售价12.19万～23.99万元

□记者 介明钢

11月4日，一汽-大众新高
尔夫家族上市发布会在广东佛
山举行，新高尔夫、新高尔夫
R-Line、新高尔夫GTI三款产
品的11款车型同时上市，售价
12.19万～23.99万元。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
1.6L、180TSI、230TSI、280TSI、
380TSI五款发动机，与之配合
的是5速手挡、6速手自一体、7
速 DSG 双 离 合 变 速 箱 。
230TSI和280TSI车型搭载了
多连杆独立后悬架，让追求性
能极致的“发烧粉”可以在赛道
上释放激情、驾驭自由。

外观方面，新车首次将“卡
库金（Kurkuma）”车身颜色引
入国内，采用全新的“X”形前
脸造型及“双L”形LED日间行
车灯；尾部线条更加流畅，LED
尾灯内部采用全新的矩阵造
型，并且采用流水式后转向灯，
搭配连贯的镀铬双排气尾管造

型和全新的轮毂方案，使整车
看起来更加犀利、时尚。

内饰风格简约而精致，采
用全新的IMD质感装饰条，同
时升级Cleanair2.0 车内空气
质量管理方案，R-Line车型增
加一键启动功能，时尚型增加
前排中扶手，而最大的惊喜莫
过于新高尔夫GTI的Clark格
子布座椅强势回归。

配置上，新高尔夫家族搭
载了12.3英寸FPK数字液晶仪

表与9.2英寸带手势控制功能
的 MIBHighNavi 导航系统，
多种驾驶模式选择、电动座椅
新增记忆功能等越级配置。
ACC3.0自适应巡航系统可实
现“跟停-起步”功能，搭配车道
保持、盲点监测等功能，让新高
尔夫具备了自动驾驶的雏形。
全系标配预防多重碰撞制动系
统，配合预碰撞紧急制动、疲劳
监测等主动安全功能，为驾乘
者打造更加安全的出行体验。

东风启辰D60正式上市
售价6.98万～11.18万元

□记者 祁驿 刘婷婷

11月 2日，东风启辰推出
了其正式成立后的首款三厢轿
车——全新启辰D60。新车推
出8款车型，售价为6.98万～
11.18万元。全新启辰D60是启
辰品牌第一辆启用全新LOGO
的车型，同时也是启辰车联网战
略下首款“高品质智联轿车”。

全新启辰D60采用风雕美
学设计，星空点阵式前进气格栅
上是全新品牌LOGO，并搭载
冰蓝透镜投射式鹰眼前大灯，配
备17英寸雷霆式铝合金轮毂。
内部设计以驾驶者为中心，采用
包围式科技感中控台，搭配飞航
式排挡杆、人体工学D形多功能
方向盘，并采用了Multi-Lay-
er人体工学座椅设计。

全新启辰D60搭载日产全
新HR16发动机+XTRONIC-
CVT 无级变速箱的动力组
合。采用ZONEBODY车身，
并配备了6安全气囊，以及ESP
和980MpaB型前后防撞钢梁
等配置，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高端智能科技也是全新启
辰D60的一大亮点。行车过程

中可随时唤醒导航、打电话、调
节空调，查航班、股票、洗手间
等功能，同时可设置方言辨识，
更有背诗、对对联、绕口令等娱
乐功能。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启辰
D60全国上市的第二天，它就
在郑州上市，充分说明了厂家
对中原车市的重视。

售价7.88万～10.98万元

东风悦达起亚
新e代福瑞迪上市
□记者 耿子腾

11月7日，东风悦达起亚竭
力打造的智慧型轿车新e代福
瑞迪在山东烟台现代汽车研发
中心盛装上市。共推出4款车
型，售价区间为7.88万～10.98
万元。

新e代福瑞迪是东风悦达
起亚与百度联手打造的合资品
牌首款互联网汽车，通过搭载百
度Apollo平台DuerOS技术，
由精准高效的语音交互来轻松
实现人、车、网之间的即时联
动。与传统汽车相比，新e代福
瑞迪更像是一位陪伴旅程的贴
身助手，能实现同驾乘人员的互
动，是真正意义上“会说话的互
联网轿车”。此外，智能互联系
统还支持获取有声新闻、接打电
话、天气查询、航班查询、预约闹

钟提醒等多种功能，还将在未来
实现移动支付功能。

新 e 代 福 瑞 迪 轴 距
2650mm，实现了优化、高效的
内部空间分配，带来舒适乘坐体
验。智能后备厢开启、电动天
窗、一键空气净化、智能钥匙+
一键启动、定速巡航、后排空调
出风口等实用配置一应俱全。
应用领先的NVH技术，有效降
低了发动机噪音与胎噪，打造出
静谧的车内空间。车身搭配透
明白、天青蓝、深咖棕、暗樱红、
檀木黑5款颜色，以及黑色、黑
棕双色内饰颜色。

新 e 代 福 瑞 迪 搭 载
1.6LD-CVVTMPI 发动机，匹
配 6AT 变速箱，最大马力达
123ps，最大扭矩150.7牛·米。
百公里油耗低至5.6L，在匹配
ISG情况下更是低至5.3L。

2018款海马S5
河南区域上市

售价7.98万～10.68万元

□记者 祁驿

11月4日，2018款海马S5
河南区域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中
原万达上演。在场媒体和广大
车迷不仅近距离领略了2018款
海马S5的产品实力，还通过一
系列互动游戏充分体验到科技、
互联带给年轻敢闯者享受自由
人生的无限可能。

2018款海马 S5依旧延续
其“强动力”属性，共推出5款车
型，3种动力总成，官方指导价

为7.98万～10.68万元，新增的
超大全景天窗和超清360°智
能全景影像让人印象深刻，造型
设计更新，潮范儿十足，产品配
置更丰富更实用，综合实力全面
提升。

另外海马汽车推出了“一元
下订，享三重好礼”的活动，在海
马汽车的天猫平台上，1元下
订，就可以抢2018款海马S5三
年使用权，享购置税减半，参与
即可获得10元话费奖励，还有
机会获得iPhone8两年使用权。

售价13.38万～26.98万元

上汽大通2018款
G10 PLUS河南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