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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20周年
特别版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6 月 9 日 ，以 Timeless
Cool为主题，smart 20周年庆
祝 派 对 在 上 海 举 行 ，同 时
smart 20周年特别版车型也正
式上市，搭载不同发动机的三种
车型，厂商建议售价分别为人民
币 139888 元 、163888 元 和
217888元。

“今年，不仅是smart品牌
创立20周年，也是其进入中国
市场的第 10个年头。迄今为
止，smart在中国市场取得了巨
大成功，已经拥有近14万极具
前瞻思维、生活积极向上、拥有
品位与个性的客户。”北京梅赛
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倪恺先生表
示。早在1998年，smart品牌
便以前瞻思维，预见到城市出行
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拥堵和环境

污染压力，用大胆构想推出经典
的双门双座车型，开启都市出行
新格局。20年来，smart带来一
款款引领科技与设计潮流的车
型，如 smart forfancy、Disco
ball、smart forfancy等。

smart 20 周年特别版基
于 smart fortwo 硬顶车型打
造并带来三种发动机配置，全
国限量发售510台。特别版车
型的车身及 tridion 安全车体
结构均采用胭脂红色车漆。尤
为吸睛的是 LED 及传感器套
件，包括U形LED日间行车灯、
前雾灯和LED尾灯，为 smart
粉丝们照亮前路。而三种发动
机所带来的丰富动力选择，则
时刻为smart粉丝们带来澎湃
动力。此外，车内还搭载了带
有时钟和转速表的辅助仪表，
让时间和转速一目了然，令趣
味与安全两全其美。

英菲尼迪QX50正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月10日晚，在上海中国
船舶馆，英菲尼迪旗下全新中
型豪华SUV车型——QX50正
式上市，共推出6款车型，售价
区间为33.98万~48.98万元。

全新QX50搭载全球首款
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
机VC-Turbo，以及包含12项
领先技术的ADAS智能驾驶辅
助系统和10大创新科技，凭借
科技创新力、设计想象力与豪
华匠心力，力图成为创新豪华
SUV的杰作。

在发布会现场，英菲尼迪
品牌毫不夸张地表达了“买发
动机送车”的理念，可以看得出
对其发动力的信心。全新
QX50搭载了时代最好的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时代最前沿
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及十大创
新科技，赋予其激情澎湃的驾
控体验。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

缩 比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VC-Turbo，为全新 QX50 提
供 272 马 力 的 最 高 功 率 和
380N·m的最大扭矩，同时实
现了7.4L/100km的油耗。全
新QX50还专为VC-Turbo发
动机开发了全新CVT变速箱，
与其完美匹配。

全新QX50还配备了同级

领先的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该系统搭载了同级唯一的
超视距前端碰撞预警系统
（PFCW）及油门误踩智能纠正
系统（EAPM），辅以同级领先
的全速段智能巡航系统（ICC
with full speed ange）、车
距控制辅助系统（DCA）等12
项前沿科技和360°实时监测。

试驾2018款汉兰达：加量不加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解元利

历经三代进化，全球销量
累计超345万台，国产9年销量
已近80万台……作为中大型
SUV市场的王者，广汽丰田汉
兰达凭借着不断强化的产品力
持续创造着市场奇迹。2018
款汉兰达在保持售价区间不变
的情况下再度强化了产品力，
上市不到3个月订单已超3万
台。6月12日，以“心享雅致·
尽览天地”为主题的2018款汉
兰达深度试驾会让记者深切感
受到了其越级的产品力。

2018款汉兰达外形更显
霸气但又不失优雅，车身较现
款增长了35mm。前脸梯形进
气格栅更加立体，同时不同配
置的车型配以不同的个性化中
网设计。内饰上，10.1英寸多
媒体触控屏科技感很足，丰富
的储物空间、座椅大幅度调节、
全系标配后排双USB充电口等

设计，对车上乘员的需求做到
面面俱到。

2018 款汉兰达搭载的
2.0T D-4ST双涡管涡轮增压
直喷发动机，有着“双喷射”“双
循环”“双涡管”的技术加持，带
来了更加平顺的换挡体验、更
强有力的动力表现，而百公里
油耗却仅为8.2L。

此外，2018款汉兰达新增
TSS智行安全套装（包括PCS
预碰撞安全系统、DRCC巡航
系统、LDA车道偏离警示系统、
AHB自动调节远光灯系统）、
PVM全景影像系统和TPMS
胎压监测系统，以更先进的科
技实力，提供了更安全的驾驶
辅助。

北京汽车：
BJ40 PLUS
登陆中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6月10日，以“探享嘉年华”
为主题，北京（BJ）40 PLUS郑
州区域上市会在郑州北汽越野
基地举行，众多越野爱好者亲临
现场，见证新车上市。

与现款产品相比，北京
（BJ）40 PLUS在外观、内饰、配
置、底盘等方面做出了多项升
级。整车长度达到 4645mm，
轴距达到 2745mm，外观更显
雄壮威武，内部空间更宽敞舒
适。它沿用了高强度非承载式
车身、标志性的分时四驱系统，
并将手动操作升级为电动控制，
整车越野性能突出。同时，其创
新打造出的“越野云图（Of-

froad Cloud Atlas，简 称
OCA）人工智能座舱”，集车载
WIFI、云服务、智能网联、主动
安全等功能为一身。

为探享生活而来的北京
（BJ）40 PLUS，承袭纯正硬派
越野基因，完美兼顾舒适智能+
越野性能，满足消费者野外探索
和都市享乐的多元化需求，再加
上15.98万~18.98万元的诚意
售价以及“探享家购车计划”，为
越野车市场再添主力新军。

另据悉，郑州北汽越野基地
是北京汽车越野世家首个以越
野文化为主题，集越野赛道、试
乘试驾、新车发布、房车营地、趣
味拓展等功能于一体的深度体
验场地。

东风日产发布“智行+”车联系统
开启“人·车·生活”2.0时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6月12日，以“智敬未来”
为主题，东风日产在广州发布

“智行+”车联系统，与此同时劲
客智联版正式上市，售价13.23
万~13.73万元。

作为东风日产首款搭载
“智行+”车联系统的车型，劲客
智 联 版 定 位 为“ 酷 i 智 联
SUV”。炫酷时尚的外观设计、
人性化的空间设计和驾控配
置、领先同级的6大智联技术优
势，劲客智联版力图成为小型
SUV的智联新标杆。

劲客智联版实现人、车、互
联网的全面互通，搭载智能语
音控制、车载全时导航、远程实
时监测、24小时随心娱乐、车载
Wi-Fi热点、流量无忧等6大
前沿智联科技。劲客智联版应
用科大讯飞领先语音识别技
术，只需一句唤醒词，就能轻松
激活语音识别，开启“智趣”人
机对话；还与高德地图展开深
度合作，在线地图实时更新，全

路线导航。
劲客智联版所搭载的“智

行+”车联系统，依托日产智行
科技，融汇国内外先进技术，联
合中国联通、高德地图、科大讯
飞、墨迹天气、酷我音乐、考拉
FM、阿里云、腾讯、航盛电子、联
友科技等出行生态圈合作伙伴，
由东风日产自主研发而成。它
是主流合资车企中，首个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智能车联系统，分
别在外观设计、应用发明等方面
拥有11项国家专利。

“智行+”车联系统的命名
里，“智行”寓意着将向用户提
供智慧出行新体验，“+”则表达
了这个系统无限的延展力和想
象力。它的诞生，也标志着东
风日产“人·车·生活”智联2.0
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