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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豪华轿跑车新雷克
萨斯RC上市

11月16日，中型豪华轿
跑车新雷克萨斯RC在广州车
展正式上市，新RC承袭了
RC系列的犀利动感，更借鉴
了旗舰级豪华GT轿跑全新
LC的设计灵感，打造出优雅
外观、精致内饰和清晰平顺的
驾驶感受。新RC共推出两款
车型：RC 300锋尚版和RC
300 F SPORT版，售价分别
为45.5万元和50.6万元。

新RC的外观进行了一
系列精妙改进，呈现出全新
的优雅魅力。经过精心设计
的驾驶舱，无论是高级材质
的应用，还是按键、开关和仪
表的精巧布局，都极大地提
高了驾乘质感。此外，新RC
的空气动力学性能、转向质
感以及悬架调校都得到了显
著提升和改进，带来与全新
LC 一脉相承的驾控体验。
内饰进一步增添驾乘魅力，
空调和音响控制面板均采用
拉丝工艺处理，呈现豪华质
感，加大的膝部侧靠板提升
至中控台两侧，带来更好的
空间感。

更宽的车身和更低的重
心，确保新RC在多种路况下
均能保持出色的稳定性。精
心调校的悬架和动力总成，
成功将新RC打造成一款充
满驾驭魅力的中型豪华轿跑
车。凭借更加平顺、稳定的
驾驶质感和更清晰的操控性
能，新RC的运动性显著提
升。

广汽三菱新欧蓝德上市

11月16日，广汽三菱新
欧蓝德于广州车展正式上
市，共推出 7 款车型，售价
15.98万~22.58万元。新欧
蓝德16项全新配置升级，在
外观、内饰和性能安全等各
个方面都得到提升。

外观方面，新欧蓝德在
Dynamic Shield 家族式前
脸的基础上，采用全新钻石
切割式LED前大灯和18英
寸雪花轮毂，在提高整车质
感的同时提高乘坐舒适性。

新欧蓝德内饰坚持使用
高质感真皮材料，增加棕色
内饰和门饰板等细节，并且
结合全新人体工程学座椅设
计，副驾驶增加8向电动调
节，提升内饰豪华感的同时
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驾乘需
求。值得一提的是，新欧蓝
德的发动机降噪功能进一步
优化，让座舱的静谧性更为
优化，全方位保证舒适的驾
乘享受。

此 外 ，广 受 赞 誉 的
360°全景监控影像系统和
BSW盲区警告系统也增加
到新欧蓝德上。搭载上述系
统后，可以无死角观测车辆
四周情况，结合后视镜和倒
车雷达，大大提高安全性，减
少剐蹭。另外，在行驶过程
中可以对同向行驶的车辆实
时监测，如果变道时有其他
车辆进入后方两侧盲区，后
视镜上的提示灯会点亮提
示，减少开车变道时不必要
的碰撞。

全新一代唐五座版上市

11月16日，长轴距大五
座旗舰SUV——全新一代唐
燃油/双模五座版亮相广州
车展，并宣告正式上市。其
中燃油版售价 12.99 万 ~
15.49万元，DM版综合补贴
后售价 25.49 万 ~27.49 万
元，新车在设计方面与在售
车型保持一致，座椅采用2+
3布局方式，能享受六年免检
政策；同时发布会上全新一
代唐EV开启预售，补贴后预
售价26万~36万元。

作为BNA全新架构下的

旗舰车型，全新一代唐燃油/
双模五座版承袭优越基因，豪
华科技魅力媲美百万级豪
车。而且，其凭借远超同级的
2820mm超长轴距，不用后期
加“L”，天生自带“L”光环，并
以此开辟大五座SUV市场的
新蓝海。得益于中大型SUV
的体格和越级的超长轴距，全
新一代唐燃油/双模五座版能
够完美演绎大空间奢适享受，
拥有1655L最大后备厢拓展
空间，最大化地实现用户全天
候、全场景、多样化的用车体
验。

唐家族的另一位新成员
——全新一代唐EV600 也
在车展上正式启动预售。
600公里超长续航、4.4秒百
公里加速、30分钟极速快充
和全时电四驱，至强性能纯
电SUV名副其实。

东南汽车A5翼舞上市

1月 16日下午，东南汽
车董事长陈锋在东南展台上
表示，东南汽车产品和品牌
体系力将全面强化，并隆重
公布全新一代A级轿车A5
翼舞正式上市，引发全场关
注。随后东南汽车总设计师
张雪龙对A5翼舞进行详细
讲解并公布其官方指导售价
为4.99万~7.59万元。

作为东南汽车布局轿
车市场的全新战略产品，
A5翼舞以其独特的原创设
计特色和高性价比，为中国
汽车消费者带来又一个超
越期待的五万元级高品质
家轿。A5翼舞采用三菱全
铝优化发动机，具备 1.5L+
5MT 及 1.5L+CVT 两种动
力组合。其中，搭载比利时
Punch 智能 CVT无级变速
器的动力组合，能平衡高效
动力与燃油经济性。高刚
性安全车身、CCD倒车影像
及倒车雷达、ESC车身动态
稳定系统等各项主被动安
全 配 置 ，为 消 费 者 提 供
360°的全方位防护。A5
翼舞配备智能尾门踢脚感应
系统、发动机空调远程启动、
9英寸彩色超清触摸屏等多
种舒适配置，无处不在的贴
心设计，为用户带来超值便
捷体验。

发起年末销量冲刺——

广州车展：上市新车真不少
（上接AⅠ·20版）

欧拉R1：郑州掀起电动风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月25日，“CITY&ORA
新一代电动小车欧拉R1七城
品鉴之旅”在郑州举行。活动
现场，欧拉R1一出场就被消费
者所关注，当6.18万元起的预
售价一公布，整个现场沸腾
了。欧拉R1预售期间共推出
三款配置，补贴后预售价格为
入门版6.18万元、中配版6.88
万元、高配版7.58万元。其中
入门版综合续航里程 310 公

里，最长续航里程 380 公
里，中配版和高配版综合续
航里程均为351公里，最长
续航里程均为430公里。

长城汽车汇聚全球智
慧，十年潜心坚持正向研发，
打造全新造车平台，并于今
年8月20日发布旗下首个新
能源独立品牌欧拉汽车。此
次欧拉R1降临郑州，宣告正
式进军中原市场。

劳斯莱斯奢享境界品鉴会
嵩山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11月23日，“禅修至巅，
臻世奢华”劳斯莱斯汽车（郑
州）奢享境界品鉴会在郑州
登封嵩山脚下雅致呈现。世
界顶级奢品新标杆全新劳斯
莱斯幻影雍容而至，于青山
秀水间，展现劳斯莱斯汽车
生而传奇的非凡魅力。

此次亮相的劳斯莱斯全
新幻影是劳斯莱斯历史上技术
最先进的车型，采用的全新“奢
华架构”具备卓越的车身刚性，
并在车身更轻盈的情况下，具

备卓越的性能表现。同时基于
坚固的车身架构，全新劳斯莱
斯幻影搭载顶级空气减震的舒
适底盘，让驾乘者无论置身何
种路况都能泰然自若。车厢内
饰全部以精美高档的材料装
饰，极具触感。车内座椅经全
手工缝制。前座靠背处的木质
镶板受到伊姆斯（Eames，美
国家具室内设计大师）1956年
设计的经典休闲椅启发，这一
经典设计已成为纽约现代艺术
博物馆的永久藏品。

东城吉福捷途智慧店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月25日，郑州东城吉
福捷途智慧店盛大开业，捷途
品牌在郑州再布一局，该店将
更好地服务于郑州东区的消
费者。同时，以“捷途已来千
店起航”为主题的捷途全国千
店联合开业暨捷途X70越级
上市活动也拉开了序幕。

河南东城吉福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
年，成立伊始便专注于探寻用

全新理念经营汽车产业，目前
主营福特、奇瑞、捷途等品牌
产品。本着以诚信为本、以用
户为核心的经营理念，拥有一
支真诚为客户服务的团队；他
们将以一流的设施、专业的技
术水准和真诚的服务态度为
大家提供最快捷、最全面、最
贴心的购车服务，让每一位光
临东城吉福捷途店的客户都
能享受到宾至如归的感觉。

11月16日，全新一代帕
萨特携手途岳亮相郑州，上汽
大众华中区域领导、经销商伙
伴及多家汽车主流媒体共同
见证了双车河南区域的亮相
发布。值得一提的是，两车均
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全新一代帕萨特长宽高分
别 为 4933mm、1836mm、
1469mm，轴距为 2871mm，
接近C级车的标准。994mm/
963mm前后排头部空间领先

同级，还配有辉昂同款电动全
景天窗。

Tharu途岳的长宽高分
别 为 4453mm、1841mm、
1632mm，轴距2680mm。车
内前后排坐姿空间高度为
1013mm、975mm。Panora-
ma全景电动天窗，1.17㎡的面
积领先同级。同时，4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和7种驾驶模式
选择为驾驶者带来纯正SUV
驾控感受。

全新一代帕萨特、途岳
亮相河南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