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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丰玉

双色车身，车长2.735
米，最大续航里程 220 公
里，补贴后起价 5.98 万元
……11月9日晚，在上海黄
浦江边外滩老码头的Art+
Space艺术空间，众泰新能
源汽车旗下的都市电动精
灵——2018 款众泰 E200
宣布上市。

新车推出天马座和飞
鱼座两款车型，增值不加价，
以上海地区为例，天马座，市
场指导价18.58万，享受补
贴后价格为6.18万。飞鱼
座，市场指导价18.18万，享
受补贴后价格为5.98万。

从外观上看，2018款

众泰E200采用全新“电跑
美学设计”理念，富有肌肉
感的小跑流线，让车体造型
更加时尚科技。双色搭配
的车身色彩，进一步释放不
羁个性。在驾控与科技方
面，2018款众泰E200完全
可以满足年轻人爱动的天
性。新车采用永磁同步驱
动电机，其电动机最大功率
为 82 马力，峰值扭矩为
160牛·米，最高时速可以
达到120公里，赋予驾驶者
更为激情快意的驾驭体验。

在配置上，遥控钥匙、
旋钮式换挡、一键启动、电
子手刹、自动恒温空调、感
应式车门等越级的科技配
置，让驾乘体验更为舒适。

智联手机“众车纷享”互联
系统、10英寸超大悬浮触
摸屏、TBOX车载智能系
统三大智娱配置也让用车
生活更为智能化。车身使
用高强度钢板，加上电子
稳定控制系统ESC、双安
全气囊、倒车雷达等主/被
动安全配备，让出行更精彩

也更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发

布会前一天，福特汽车与众
泰汽车宣布双方达成合资
协议，正式组建众泰福特汽
车有限公司，新合资公司将
打造一系列采用合资公司
自主品牌的经济型纯电动
乘用车产品。

□记者 解元利

11 月 8日，北汽绅宝
新一代首款战略之作——
全新绅宝D50在互联网小
镇乌镇上市。这款为“有智
青年”量身打造的新车，刷
新了A级家轿“颜智新高
度”，并推出了7种颜色、10
款车型，售价为6.79 万～
9.69万元。与此同时，北汽
绅宝还针对消费者推出了
贷款免息、超长质保、免费
流量、无忧置换等四重优惠
政策。在2017年12月31
日前购买全新绅宝D50的
车主，还可享受到动力总成
终身保养的超值特惠。

“北汽自主品牌新一代

的产品就是以‘制造能够为
消费者带来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的车’为核心标
准，打造大美设计与人工智
能完美融合的迭代产品，开
辟北汽自主品牌创新发展
的新纪元。”北汽集团董事
长徐和谊表示。

发布会上，北汽绅宝新
一代科技集成者“贾维斯”
首次亮相，演示了强大的智
能交互系统、智能驾控体
系。比如全新绅宝D50语
音系统可以识别十几种方
言版本普通话，在车内驾驶
者可以通过语言控制空调、
播放喜欢的音乐、开启导航
等功能。同时，全新绅宝
D50搭载BSD盲区监测、

车道偏离预警、行车记录
仪、360°全景影像、环视
系统等配置，用智能科技让
用车更加轻松。

当晚，北汽绅宝还启动
了HOME+战略，将用户
维护上升至企业战略高度，
这标志着绅宝品牌全面进
入用户营销时代，体验和服
务正迎来全面大升级。

11月 11日晚，以“颜
智双全”著称的全新绅宝
D50河南区域上市会在郑
州惠济万达广场举行。当
晚，对于北汽绅宝的河南粉
丝而言，不只是一场狂购不
眠夜，更是一场关于“颜与
智”的激情狂欢，整个活动
现场都被全新绅宝D50的
亮相HIGH翻起来。

□记者 介明钢

小轮车、轮滑、动感街舞
轮番上演，《中国有嘻哈》冠
军歌手GAI、亚洲实力天后
邓紫棋热力献唱，百名网红
主播现场秀嘻哈……11月
13日晚，东风风光品牌旗下
第二款SUV风光S560在深
圳以这样一种方式，激
Young上市。新车共推出
1.8L+5MT/CVT两种动力
组合共6款车型，官方指导

价6.99万～9.69万元。
风光S560搭载了同级

领先的Lin OS超级智联系
统，提供超敏捷、秒懂你的语
音控制和手机APP 远程控
制、实时路况高德导航、多彩
贴心的生活娱乐服务以及自
动感应大灯/雨刷等丰富智
能配置，为年轻用户带来心
领神会的轻松智联体验。

风光S560在驾控方面
也有出众表现，欧洲专家调
校底盘所带来的稳定操控性

能、电动随速助力转向、
360°全景泊车系统、ESP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以及静谧
舒适座舱和全方位舒心人机
工程设计等，能让年轻人感
受到得心应手的轻松驾控。

值得一提的是，风光
S560在质保方面将延续东
风风光7年／15万公里的
超级质保，为消费者提供最
具诚意、业内最广的质保范
围，轻轻松松让用户放心使
用，毫无后顾之忧。

发布新车的同时，东风
风光还创新性地启动了“共
铸S560超级新行动”，让用
户全面参与研发、生产、推
广、销售、售后全价值链，并
通过开展“5个1计划”，为
风光S560成立10名智囊
团、100名品鉴官、1000名
传播大使、1万名经纪人和
10万名口碑KOL典范用
户阵容，并对此投入平均每
年1亿共享基金作为活动
奖励及保障支持。

□记者 赵丰玉

11月 10日，在上海旗
忠网球中心，一场由广汽
Acura打造的光影视听盛
宴 GAC Acura Night 燃
情上演。广汽 Acura 正
式发布了全新中文品牌口
号、全新售后服务品牌，
以 及 第 二 款 国 产 车 型
ALL NEW TLX-L 入门
版预售价格。

“ 精 确 不 凡 ”是
Acura 全 球 品 牌 口 号

"Precision Crafted Per-
formance"的中文诠释。
据广汽本田执行副总经理
郑衡先生介绍，“精确 不
凡”承载了Acura 品牌自
诞生之日起的光辉历程，

“精确”是 Acura 品牌的
基因和灵魂，是对每一个
细节的精益求精，是以前
瞻科技打造的先端极致座
驾，以精诚理念缔造的卓
越服务体验；“不凡”是
Acura 品牌的追求和归
宿，是带给每个梦想同行者

的激动与憧憬，是打破常
规，为顾客重新定义驾驭的
喜悦，是不断突破，实现同
行者极致生活的梦想。此
外，全新售后服务品牌——

“精·诚 体验”也在当晚公
布,精确对车，诚意待客。
以精湛技艺，精确服务，打
造各个环节的精益求精。
以诚信用心，诚挚呵护，诠
释不凡的服务真谛。

在 活 动 当 晚，广 汽
Acura旗下第二款国产车
型ALL NEW TLX-L也

开启预售，入门版不高于
28万元。该车配备了IDS
智能动力系统，提供Econ、
Normal、Sport 和 Sport+
四种驾驶模式，通过位于中
央扶手的Dynamic Mode
键在不同驾驶模式之间切
换。ALL NEW TLX-L
国 产 后 轴 距 达 到 了
2900mm，车身长度达到
4981mm，实现了同级别中
极具竞争力的宽敞后排空
间，大幅提升了乘坐舒适
度。

五菱宏光S3
郑州区域上市
□记者 史歌

11月11日，五菱宏光S3在郑州福蒙特广场隆重
上市，许多五菱汽车的新老用户和郑州地区主流媒体
共同见证了这一精彩时刻。五菱宏光S3的售价在
5.68万~8.18万。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旗下首款SUV
五菱宏光S3，其七座的布局使得二胎家庭在购买大
型SUV时又多了个选择。

五菱宏光S3在动力上，共提供了1.5L和1.5T两
款发动机，其中1.5L发动机的最大马力为111,1.5T
发动机的最大马力为150，全系匹配6挡手动变速箱。

和大多数的7座SUV相比，五菱宏光S3没有选
择传统2＋3＋2的座椅布局，而是将MPV车型上
2＋2＋3的座椅布局搬到了这台SUV上。相比前
者，2＋2＋3的座椅布局可以更方便消费者进出第三
排。依据配置，第三排座椅可 4/6 分离，第二、三排
也可放全平，载物空间随心变换，让宏光S3在家用的
同时也有了更强“宜商”属性。五菱宏光S3的配置也
十分具有吸引力，包括符合人体工程学的多功能方向
盘、电动空调、车身稳定系统ESC、胎压监测系统、定
速巡航、天窗等，大大提升了车内配置的智能科技化
与使用便捷性。

北汽威旺Welife
跨界风席卷郑州
□记者 耿子腾

11月11日，北汽威旺携旗下全新上市的跨界新
品威旺M60和威旺M30 PLUS登陆郑州，再度启动
Welife威旺生活馆。

Welife威旺生活馆设置了“趣探索、趣创造、趣
挑战、趣试驾”四大互动体验区，提供了全部由85/90
后组成的专属服务团队。其中，会聊天会独立思考，
同时拥有唤醒功能和炫酷9英寸悬浮屏的智能流媒
体后视镜，以及能随时随地语音沟通的智能系统“小
威”，令记者印象深刻。

为保障网络化、娱乐化用户的需求，威旺M60提
供了连续三年免费流量，支持多个设备的WIFI热点
共享。同时，语音声控、在线导航、在线音乐、在线升
级等功能均可免费使用，成为当之无愧的互联网跨界
车。当汽车变得“会思考”“会聊天”，以威旺M60及
威旺M30 PLUS为代表的跨界时代将会开启河南车
主的肆意“跨界”新生活。

双色车身，都市电动精灵——

2018款众泰E200青春上市

新一代首款战略之作

全新绅宝D50智领上市

售价6.99万～9.69万元

东风风光S560激Young上市

发布全新品牌口号“精确 不凡”——

广汽Acura国产TLX-L开启预售

上汽名爵河南铭通开业
□记者 史歌

11月11日，上汽名爵河南铭通开业庆典在中原
西路与西四环交会处大中原国际汽车城河南铭通4S
店成功举办。活动现场邀请到了上汽名爵厂家领导以
及本地主流媒体，还有众多MG新老客户共同出席见
证。河南铭通总经理柴玉苗女士向大家阐述了未来河
南铭通四层超豪华上汽名爵体验中心的战略布局，未
来将深入辐射郑州市西区、荥阳、上街范围，同时基于
上汽名爵销售服务网络的完善以及名爵体系的壮大。

上汽名爵华中区总经理陈文杰先生在活动现场
发表了对河南铭通的祝福，肯定了河南铭通在4个月
试营业期间的成果，并表示河南铭通的加入，标志着
上汽名爵在郑州东西南北全面布局的完成，同时也是
上汽名爵品牌在河南郑州阶段性渗透成功的标志性
节点。

郑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合众汇圆服务站开业
□记者 祁驿

11月14日，郑州市交通事故快处快赔服务中心
合众汇圆服务站开业，该服务站位于商都路与聚源路
交叉口附近。

据介绍，合众汇圆快处快赔服务站作为河南快处
快赔新模式试点服务站之一，结合“河南省道路交通
事故快处快赔”APP一起使用，5分钟即可生成事故
认定书，15分钟左右即可完成事故快处快赔全过程。

对于需拆检定损的车辆，合众汇圆快处快赔服务
站特别为大众提供了免费拆检服务，以保证车辆定损
的准确性，减少理赔的时间成本。

目前，郑州的十多家快处快赔服务站与线上的
“快处快赔”平台共同构成了郑州交通事故快处快赔
服务网。而且，快处快赔服务站作为快处快赔系统的
辅助和补充，为方便客户快速理赔提供了更多选择。
合众汇圆快处快赔服务站的启动也填补了郑州市郑
东新区快处快赔服务站的空缺，便民利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