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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全新一代唐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月26日，比亚迪全新一
代唐（燃油车）和唐DM（插混
车）在北京正式上市。其中

“唐”搭载2.0T发动机，共推

出 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12.99 万 ~16.99 万 元 ；“ 唐
DM”推出5款车型，补贴后
价 格 为 23.99 万 ~32.99 万
元。其中，32.99万元的这款
高性能定制车型——4.3秒智
联创世版，首批订车客户还将

享有专属的盛唐臻享+礼遇，
涵盖出行及售后维修等多项
服务。

新车采用了 Dragon-
Face设计，相比第一代唐外观
进行了颠覆性变化，更惊艳、更
具辨识度。此外，尾标还首次
采 用 了 全 新“BuildYour
Dreams”标识展示品牌信息。

新一代的唐SUV标配7
座布局（2+3+2），车身长宽高
为 4870mm、 1940mm、
1720mm，轴距为 2820mm，
悬挂系统为前麦弗逊式、后多
连杆。

动力方面，燃油版车型采
用的是 2.0T+6AT的组合，
189马力；而混动版车型采用
的是 2.0T+双电机+6DCT
（湿式）的组合。值得一提的
是，车内配12.8英寸中控屏，
集成DiLink智能交互系统，
屏幕可手动操作旋转90°，
带智能语音识别系统，自带
4G免费流量。

潮流新物种C-HR登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近几年，SUV很热，但大
家也有点审美疲劳。6月23
日晚，在上海中国船舶中心，
一款有点不同、有点炫酷的
SUV——广汽丰田C-HR闪

亮登场，基本版四款车型售
价为14.48万~17.98万元。

在外观上，C-HR实现
了对概念车C-HR Concept
的“神还原”。车身设计以

“Sexy Diamond”魅力钻石
为主题，采取宽体低俯充满
肌肉感的车身造型，悬浮式

车顶、双尾翼式设计、隐藏式
后门把手设计，使这款SUV
又有点跑车的感觉。C-HR
全系拥有11种车身颜色，包
括5个基本颜色及6种双色
车身颜色。其中，碧玉蓝和
柠檬黄为广汽丰田C-HR专
属车身色。

C-HR的车身尺寸为长
4405mm、宽 1795mm、高
1565mm，轴距 2640mm，能
带来宽敞舒适的车内乘坐空
间。搭载基于TNGA架构开
发 的 全 新 2.0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百公
里综合工况油耗仅为 5.7
升。丰田最新研发的带齿轮
传 动 机 构 的 全 新 Direct-
Shift-CVT变速箱，可模拟
10速换挡模式。

C-HR全车系标配10个
SRS空气囊、VSC车身稳定
控制系统，精英版之外均标
配Toyota Safety Sense智
行安全系统（丰田规避碰撞
辅助套装）。

奕泽IZOA
炫酷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 月 22 日，国内首款
TNGA丰巢概念SUV车型，
一汽丰田奕泽IZOA在上海
上市。新车共3款车型：奕动
版 14.98 万元、奕驰版 15.88
万元、奕炫版17.58万元。

作为新生代炫酷SUV的
奕 泽 IZOA，全 面 应 用 了
SEXY DIAMOND钻石结构
设计，采用具有高识别度的耀
翼 LED 组合式前大灯（带
LED流动式转向灯）及悬浮
式LED组合式尾灯造型；通
过隐藏式后门把手设计、悬浮
式车顶，创造出奕泽IZOA近
似双门跑车的动感气息；
4405mm × 1795mm ×
1565mm的车身尺寸，让其
拥有超越同级的2640mm超
长轴距。同时，奕泽IZOA提
供了4种单色、5种双拼色车
身颜色，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
性选择。在内饰上，奕泽
IZOA大量融入钻石元素设
计，拥有黑色、蓝黑色、棕黑色
3种内饰配色，加上统一的主
色调和触感一流的材质，实现
了“形状”“颜色”“材质”的完

美统一。在舒适配置上，奕泽
IZOA采用4.2英寸TFT彩色
多功能信息显示屏，9英寸多
媒体显示系统，并支持Car-
Life手机智能互联，提升舒适
性和便利性；同时，更配备带
PM2.5过滤功能的左右独立
温度控制自动空调，让车内驾
乘者远离雾霾困扰。

动力总成方面，奕泽
IZOA搭载了2.0L Dynam-
ic Force Engine（全新TN-
GA2.0L喷气流控发动机）和
Direct Shift CVT（新一代
10速双传动CVT变速箱），
可输出高达126kW的功率和
203N·m的最大扭矩，更拥有
百公里5.7L的超低油耗。同
时，基于TNGA丰巢概念打
造的超低重心车架，同级罕有
的后纵臂型双叉臂式独立悬
架，大幅提升奕泽IZOA在行
驶中的稳定性与乘坐舒适感。

值得一提的是，一汽丰田
正在打造全球首个粉丝生态
社群——丰潮世界。在未来
愿景中，丰巢世界将实现去品
牌化，由粉丝自主运营管理，
一汽丰田仅提供必要的技术
与服务，真正成为“粉丝们的
一汽丰田”。

全新国产BMWX3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6 月 23 日，全新 BMW
X3在郑州隆重上市。新车共
有四款车型，售价为39.98万
~58.58 万元。作为第六款
BMW 国 产 车 型 ，全 新
BMW X3继承了家族优秀
的血统基因，无论是外观内
饰，还是配置操控，都凸显了

高端品牌的精致与豪华。
全新BMW X3车身尺

寸全面增加，内部空间更宽
绰，行李厢容积增大到1600
升，储物空间变得更大。搭
载了BMW智能驾驶系统，
能主动预判道路危险并及时
躲避，216mm的离地间隙带
来更强的通过性；自适应驾
驶模式根据不同路况调节自
适应悬架，实现智能精准的

操控。同时，BMW DRiⅳ
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及智
能驱动力分配系统，分别负
责车辆纵向及横向的轮上动
力输出分配；整车采用轻量
化设计，驾驭灵活更轻松；
50：50前后轴黄金配重造就
了得天独厚的驾驶性能；新
一代B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
匹配 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百公里加速仅需6.8秒。

祺云概念智慧SUV
传祺GS4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月23日，全新祺云概念
智慧 SUV 传祺 GS4 在全国
20座城市同步上市，其中也
包括郑州。新款传祺GS4共
推出12款车型，售价为8.98
万~15.18 万元，相比老款车
型整体下降了一万元。

全新传祺GS4前脸延续
Flying Dynamics凌云翼式
的风格设计，最亮眼的是三颗
横向式阵列LED大灯，搭配L
形日间行车灯，提升了科技质
感。车厢内全新升级的10.1
英寸全彩液晶中控大屏，首次
搭载“祺云概念”智联系统。
该系统由智慧腾讯车联、智能

远程助手、虚拟专人导航和超
能语音副驾四大部分组成，实
现在线智能交互和远程车辆
控制。不仅拥有同级最全面
的13类语音控制功能，还具
有1.2秒迅速响应速度。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第
二 代 传 祺 235T 发 动 机 与
200T发动机，峰值扭矩达到
235N·m，匹配全新爱信6速
自动变速箱，同级油耗低至
6.3L/100km。优化的L臂麦
弗逊独立前悬挂+同级别领先
的多连杆独立后悬挂，具有良
好的舒适性及操纵稳定性。
历经国际大师精准调校和多
轮车场测试，新车兼具出色的
驾控精准性与SUV通过性，最
大限度地激发了操控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