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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车AⅠ·20

10月20日，奇瑞汽车
旗下全新A+级轿车艾瑞
泽GX和A级轿车艾瑞泽
EX在郑州同步上市。艾
瑞泽 GX 售价为 7.49 万~
11.39万元，前一万名用户
订车直享全系5000元/辆
购车基金；艾瑞泽EX售价
为5.99万~8.29万元。

发布会现场，奇瑞汽车
还公布了艾瑞泽“青春无

忧”购车计划：置换无忧：最
高可享3000元置换补贴；
金融无忧：GX 最高可享
4000元金融个贷补贴，EX
最高可享3000元金融个贷
补贴：延保无忧：10 年或
100万公里发动机超长延
保：话费无忧：GX送 5年
100分钟/月的通话时间，
EX送 2年 100 分钟/月的
通话时间。

一汽-大众首款高端
中型SUV车型——探岳
22日正式在成都上市，共
推 出 了 探 岳 普 通 版 和
R-Line版两个版本，其中
R-Line 版 更 具 运 动 气
质。新车售价为18.88万~
31.98万元，而23.78万元
的四驱豪华型，更创下了
24万以内四驱车的德系新
记录。

在目前车市中同级合
资量产SUV中，探岳是唯
一实现L2级别智能驾驶
辅 助 的 。 探 岳 配 备 的

“Traffic Jam Assist 交
通拥堵辅助系统”，配合
ACC3.0自适应巡航系统
和Lane Assist车道保持
功能，使车辆能够以低速
行驶的状态在交通拥堵的
路况中，实现自动跟车和

车道保持，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实现低速状态下的“放手
去做”。

探 岳 搭 载 了 EA888
2.0T涡轮增压发动机，并引
入DQ500七速湿式双离合变
速器，无论动力还是燃油经济
性都超越同级。同时，作为一
款SUV车型，探岳拥有Ac-
tive Control驾驶模式配合
4MOTION四驱系统，提供
了4种公路模式、2种越野模
式和1种雪地模式。值得一
提的是，它配备的博格华纳第
五代中央差速器可以根据路
面条件在100%前驱或50∶
50四驱状态下自由切换，在
切换到越野模式和雪地模式
之后，可以激活探岳的EDS
电子差速锁功能，再加上电子
系统的辅助，其轮间可以实现
非常强大的电子限滑。

10月18日，北京现代LA
FESTA菲斯塔，在现代汽车烟
台研发中心燃情上市，售价
11.98万~15.48万元。新车共
有5款车型、3套动力系统可供
选择。除了极具竞争力的价
格，北京现代还送出五重大礼：
0利率、0月供，租购随心；5000
元置换补贴；2000元商业保险；

会员免费流量；5年10万公里
超长质保。10 月 20 日，LA
FESTA菲斯塔在郑州上市，为
中原轿车市场带来更多年轻化
的新选择。

作为高性能之车，外形令
人惊艳的LA FESTA菲斯塔
最大亮点就在于其动力表现
与驾控性能。针对不同的驾

驶习惯，LA FESTA菲斯塔
提供了经济实用的 ECO 模
式、动力强劲的SPORT模式、
COMFORT 模 式 以 及
SMART模式。同时，面对日
益复杂的交通状况，菲斯塔搭
载了集成9大ADAS的“智心
合一”安全系统。HBA智能
远近光调节、RVM后方影像
显示系统、DAW驾驶员疲劳
提醒等提升驾驶安全性；带启
停功能的ASCC智能自适应
巡航、BSD盲区监测系统和可
识别车辆和行人的FCA前碰
撞预警制动系统，让用户更加
轻松应对拥挤的路况；RCCW
后方交叉碰撞警示，能让用户
在狭小的车位中方便驶出。

菲斯塔配备的百度智能
网联2.0系统拥有智能的场景
化语音交互系统，用户只需用
最自然的语音对话就能实现
对车辆的全面控制。

北京现代高性能座驾菲斯塔上市

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GLC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介明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10月17日晚，以“敢为英
雄”为主题，新梅赛德斯-奔驰
长轴距GLC SUV成都上市，
售价42.98万~57.6万元。活
动现场，网球明星李娜现身讲
解心目中的英雄，2018“天地
即征途”梅赛德斯-奔驰SUV
征服之旅也再启征程。

GLC SUV从 2015 年上
市以来，已经拥有30万车主。
新长轴距GLC SUV拥有动感
圆润的流线外观、豪华优雅的
内饰设计、全新升级的后排空
间以及专为中国客户量身打
造的后排专属配置，将以更强
的竞争力出现在细分市场。

从外观上看，新梅赛德
斯-奔驰长轴距GLC SUV依
旧遵循“感性·纯粹”的设计语
言。短而紧致的前悬、挺直立
体的双辐条散热器格栅以及
镶嵌在中央的盾形徽标，与两
侧醒目的LED高性能头灯相
映成生辉。

长轴距GLC SUV轴距长
达2973毫米，新增100毫米，
为客户提供了从空间性、舒适
性和实用性三个维度的全面升
级。多种色彩与材质的中控面
板、圆形空调出风口、悬浮式中
央显示屏、车内氛围照明系统
（GLC 260 4MATIC L动感
型及以上车型标配）等，赏心悦
目；带Air Package 2.0的智
能空调系统，可根据座舱内外
空气质量智能切换内外循环。

东南DX3X酷绮正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这是一款为年轻人群打
造的座驾，我们希望能够作为
年轻人购买首款车型时的首
选。”10月17日晚，定位于“高
价值专业SUV”的东南DX3X
酷绮在张家界上市。东南汽
车金一峰副总经理在上市会

上这样描述DX3X。随后东
南汽车销售部部长王正璞正
式发布了东南DX3X酷绮的4
款车型，并公布了官方指导价
为7.59万~10.59万元。

作为东南 DX3 的继任
者，DX3X酷绮带来了全面超

越价值的期待。它不仅沿袭
了DX3“高颜值、大空间、高
配置”的优势，更进一步体现
了东南汽车“翼 3”设计理念，
在造型、配置、性能等方面革
新升级。值得一提的是，东南
DX3X酷绮全系搭载了百度
Carlife 手机互联系统，轻唤
一声“你好，小南”，即可唤醒

“高智商、全能型车载秘书”
KeyWord 智能语音交互系
统，通过在线音乐、导航等让
你感受智趣一体的超级数字
座舱。DX3X酷绮还搭载了
四门车窗一键升降系统、语音
控制等丰富的人性化配置。
全车还将2D全景影像升级为
高清版 3D360度AVM全景
影像系统，支持SIDE VIEW
转向辅助影像。

11.68万起
领克03正式上市

10月19日，新时代高
端品牌领克汽车旗下首款
轿车——领克03在日本富
士国际赛道正式上市，全国
4S店同步举办上市仪式。
本次上市的领克 03 共有
纯、型、劲三种设计风格、6
款车型，售价为11.68万~
15.18万元。为了让用户拥
有更好的用车体验，领克汽
车为领克03的首任车主提
供了终身免费质保、终身免
费数据流量、终身免费道路
救援的三免服务。此外，所

有领克03的用户还将享受
到专属的厂家金融免息政
策。

作为 CMA 基础模块
架构下的首款轿车，领克
03面对积极向上、忠于自
我的年轻消费群体。同时，
以潮流感官造型、智能互联
科技、智能安全防护、舒适
产品体验、全球品质基因的
领潮风范为基石，领克03
通过驭风设计、猎风动力、
凌风操控强化运动基因，打
造汽车运动文化新标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艾瑞泽GX&EX
联袂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一汽－大众首款高端中
型SUV探岳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