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1日，奇瑞汽车旗
下全新A+级轿车——艾瑞
泽GX正式开启全球预售。
此次预售提供四种不同车
型，预售价格区间为7.99万
~10.69万元。预售期为8月
31日~10月 9日，在此期间
内下订单预购艾瑞泽GX的
消费者，可享受“限时三重
礼遇，尊享百万红包”——
互动礼：扫描二维码关注艾

瑞泽GX小程序，分享10万
元现金红包；试驾礼：到店
试驾，最高享500元现金红
包；购车礼：抢先下订，3人
拼团最高享1000元购车红
包。

奇瑞汽车营销公司副总
经理祁素彬先生介绍：“艾瑞
泽GX是艾瑞泽系列的全新
一代产品，也是搭载雄狮智
云系统的第一款轿车产品。

对于这样一款产品，我们希
望TA以全新的姿态与消费
者见面，包括命名。艾瑞泽
GX 中的‘G’是 Go-ahead
的寓意，代表新车型进取领
先；‘X’代表人工智能、全新
一代和创造无限可能的人
群。我们的目标人群年轻
化、具有创造性，在他们身上
具有无限可能的潜力，他们
代表着未来。”

东风标致：全新408幸福启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8月29日，“创·新生活
家轿”——全新东风标致
408上市发布，带来全感官
幸福体验。

新车提供两款动力共6
款车型，售价为 11.97 万~
16.97万元。与此同时，全新
408还为消费者准备了“幸
福礼包”，凡在8月29日~10
月31日期间购买新车，最高
可享全额购置税补贴、6000
元保险基金和24期零利率
贷款优惠“礼遇”。

全新408采用最新的家
族式设计语言，视觉感受简

洁大气。2730mm的超长轴
距配合 4750mm 的车身长
度，带来同级罕见的超大乘
用空间。配备的9.7英寸触
控大屏除了Carplay智能手
机互联等主流交互功能外，
更高度集成了空调系统、
Blue-i 车载互联系统、通
讯、导航、多媒体、倒车影像、
行车辅助、系统设置这八项
强大功能。

同时，全新408标配了
博世ESP9.1 车身电子稳定
系统，配合同为全系标配的
胎压监测系统，可以从容面

对任何不同的使用情况；在
360度全景倒车影像的帮助
下，让驾驶员轻松了解车身
周围情况，从而避免意外事
件发生。动力方面，全新
408 配 备 了 230THP
PureTech 发 动 机 和
350THP PureTech涡轮增
压直喷发动机，油耗低至
4.9L/100km 和 5.9L/
100km。此外，全系标配的
发 动 机 智 能 启 停 技 术
（STT），让车辆的驾乘舒适
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全新捷豹E-PACE青岛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8月29日，新英伦豪华
轿 跑 SUV 全 新 捷 豹
E-PACE 上市发布会在青
岛举行，代言人当红影星阮
经天亲临发布会现场助阵。

发布会现场，奇瑞捷豹
路虎总裁戴慕瑞介绍：“全新
捷豹E-PACE充分彰显捷

豹PACE系列新英伦豪华轿
跑SUV‘三位一体’的特质，
集轿车的舒适性和豪华性、
跑车的运动性、SUV的空间
性和通过性这五项全能优势
于一身。”

源 于 赛 道 传 承 及
F-TYPE跑车的设计元素，

通过精心设计和严苛测试的
全新捷豹E-PACE，是奇瑞
捷豹路虎汽车首款全球同步
投产车型，此次共推出六款
车型，售价 28.88 万~39.58
万元。全新捷豹 E-PACE
搭载了一系列卓越的性能科
技，驾驶模式多达16种。同
时，全新捷豹E-PACE采用
Ingenium2.0升涡轮增压发
动机和9速自动变速器，并
搭载运动化调校底盘及智能
四驱系统等配置。

奇瑞捷豹路虎常务副总
裁陈雪峰还表示：“奇瑞捷豹
路虎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
继续保持新产品的投放势
头，持续带来最新、最先进的
技术和产品，驭动卓越英伦
体验。”

第二代长安逸动XT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如果你是潮流玩家，你一
定会被它的颜值所吸引。8月
29日，第二代长安逸动XT在
成都这个网红聚集地上市，凭
借着独特的掀背美学设计、来
自底特律的底盘调校、智能黑
科技等元素，打造值得年轻人
购买的首款车型。

发布会上，长安汽车总裁
助理、乘用车营销事业部总经
理叶沛公布了第二代逸动XT
的价格，为 7.79 万~10.99 万
元。凡在10月31日前购买第
二代逸动XT的用户即享“五
重大礼”——现金礼：购车即
享2000元现金优惠；用车礼：
购车即享6年或12次免费保
养；安全礼：购车即送一年交
强险；金融礼：尊享首付30%，
24期0利率；置换礼：长安品
牌车主置换享6000元补贴。

第二代逸动XT的超高颜

值，是抓住年轻消费者的一大
利器，时尚领潮的掀背设计，
年轻动感、极富个性。后排座
椅可放倒，享受超大储物空
间，满足装载空间需求的同
时，让存取物品更加便捷。搭
载的in Call 3.0智能互联系
统，结合全时4G在线，使驾乘
者时刻与世界互联，掌握资讯
前沿。ACC with Stop/Go
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停车、
起步，甚至弯道跟车，应对各
种复杂路况。第二代逸动XT
搭载的Blue Core 1.6L GDI
全铝合金缸内直喷发动机高
效动力输出，与爱信6速手自
一体变速器完美匹配，给予驾
乘者充沛顺畅的前进动力。
底特律专家级底盘调校，无论
何种路况，第二代逸动XT都
能保证驾乘者的乘坐舒适性。

奇瑞艾瑞泽GX开启全球预售

名爵HS公布预售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8月31日，名爵HS在成
都车展正式公布预售价，其中
30T四驱Trophy荷尔蒙超燃
版19.78万元、30T四驱Tro-
phy 荷尔蒙燃情版 18.78 万
元、30T Trophy荷尔蒙超燃
版 18.18 万元、30T Trophy
荷尔蒙燃情版17.18万元。作
为全球首款纯型面设计和光影
肩线设计的主流量产SUV，名
爵HS无时差响应不同年龄段
的“荷尔蒙”，不仅拥有一“部”
到位的“面子、里子、底子”，更
带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

全感官体验，尽显名爵百年
always YOUNG 精神的同
时，一扫当下SUV市场外形同
质化，单纯拼空间、拼配置的情
况，树立精品SUV标杆。即日
起，全国消费者可通过名爵全
国500家4S店、名爵官网等多
种渠道预订。

名爵HS采用全新调校的
上汽NetBlue“蓝芯”高效动
力科技，搭载30T Trophy高
性能版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马力 231 匹，最大扭矩 360
牛·米，百公里加速仅7.5秒。

8月 31日，2019款三菱
帕杰罗在郑州上市。得益于
关税下调，降价后的全系车型
指导价为 34.98 万~39.98 万
元，相比2018款最大下调幅
度达到3万元。上市发布会
后还进行了媒体试驾环节，试
驾分为道路试驾和场地试驾
两部分，记者亲身体验了新车
的出色产品力。

2019款帕杰罗在保持原
有第二代超选四驱、3.0升V6
自然吸气发动机、内嵌式H型

大梁创新承载式车身设计等
原有基础上，新增了三大升
级：颜值升级，新增全新中网
和装备5件套升级，提升了全
路况使用场景，更具城市性；
智慧升级，结合腾讯车联AI
IN CAR，实现五大能力全新
升级；功能新升级，新增快速
倒车等五大全新功能，22项交
互功能升级，10项智慧出行升
级，4大手机互联，使出行更便
捷。同时，新增无线充电功
能，更加实用，更加年轻化。

2019款帕杰罗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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