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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款凯美瑞登场
你想要的通通
“配齐”

解决痛点、能上绿牌——

卡罗拉双擎E+正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史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2018 年，凯美瑞累计销售近 16 万台，成为中高级车市场的超级明星。今年
初，广汽丰田推出了 2019 款凯美瑞，配置、动力都进行了升级，共推出 10 款车
型，搭载 3 种动力，售价 17.98 万～27.98 万元。同时，备受年轻消费者喜爱的
运动版外观也首次运用在了混动版车型上。

2.0L 动力换新，驾驶更爽

配置“配齐”，买车更值
配置超值，一直是凯美瑞最厚道的地
方 ，2018 款 就 已 经 全 系 标 配 10 安 全 气
囊、自动感应 LED 大灯、自动恒温空调、
多 功 能 方 向 盘、四 门 车 窗 一 键 升 降 等 。
2019 款更是从 2.0G 豪华版开始，就配齐
了 9 英寸屏幕、车载语音导航系统、智能
雨量感应雨刷等，提升了科技豪华感和
便利性。
2019 款凯美瑞全系标配 TPMS 胎压
监测系统，除 2.0E 精英版和 2.0E 领先版
外，其余车型的 TPMS 胎压监测系统全带
数值显示，可以把胎压数据实时传输到车
内接收器，让司机更直观、准确、及时地掌
握胎压信息。
要知道，
一般B级车只有
“胎压报警”
功
能，
能显示胎压的不多见，
仅在高配型号上
才有
“胎压显示”
功能。这样加量不加价的
升级，
让 2019 款凯美瑞一下子成为同级车
里配置性价比的新标杆。

2019 款凯美瑞换装了全新的 TNGA
动力总成。基于 TNGA 架构全新开发的
2.0L Dynamic Force Engine发动机，
在
高速燃烧技术、
D-4S双喷射系统、
电动连续
可变气门正时机构（VVT-iE）、
可变冷却系
统以及冷却废气再循环系统（EGR）等领先
科技的加持下，可以达到惊人的 40%热效
率。更重要的是，
这台发动机还满足国六排
放标准。
全新 Direct Shift-CVT 变速箱可模
拟 10 速换挡模式，采用了多项世界前沿技
术，燃油经济性、动力性能、操控性与静谧
性得到极大提升。变速箱起步阶段采用齿
轮传动，
带来平顺而直接的加速感，
增强了
驾驶乐趣。

3 月 9 日上午，一汽丰田卡罗
拉双擎 E+宣布全国正式上市，下
午即在郑州举办了上市活动，4 款
车型补贴后售价区间为 18.98 万~
21.28 万元。作为丰田在华首款新
能源车型，卡罗拉双擎 E+将展现
产品与价格的双重竞争优势，助推
卡罗拉走进更多家庭。
近几年，因为限行、环保等因
素，新能源车备受城市消费者欢
迎。但在新能源车使用过程中，续
航短、充电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型电能用尽后油耗过高等问题也
困扰着广大车主。卡罗拉双擎 E+
基于丰田成熟、可靠的混合动力技
术与卡罗拉家族优质基因，在动

力、造型、空间、科技等方面实现多
项升级，同时也在解决消费者痛点
方面给出解决方案。
充电快：卡罗拉双擎 E+采用
插电式混合动力设计，专用充电桩
只需 3 小时即可充满，同时新车也
支持家用电源充电，用户无需依赖
专用充电桩。
总续航长：卡罗拉双擎 E+纯
电续航可达 55 公里，总续航里程
近千公里，并实现 1.3L/100km 超
低综合油耗。
不用电也省油：在无外接电源
的 情 况 下 ，油 耗 也 仅 有 4.3L/
100km，
怎么开都不会有压力。
卡罗拉双擎 E+符合国家新能
源政策，
能上绿牌，
购车可享国家补
贴、
免购置税、
车船税以及部分城市
免拍牌等福利，且保养成本与卡罗
拉双擎相当，
大幅降低用户的购车、
用车成本。此外，针对卡罗拉双擎
E+，
一汽丰田为购车用户奉上六大
“纵情礼”
，
包括科技智能礼包、
免费
安装充电桩以及电机、
电控、
电池享
8年20万公里质保等专属礼遇。

运动套装混动，选择更多
2019 款凯美瑞的变化还在于加推了
运动造型套装的双擎车型——2.5HS 双
擎锋尚版。这样，消费者既可选择双色
车身，又可采用双擎独有的海钻蓝涂装，
有了这套原厂运动套件的加成，混动版
的凯美瑞也能拥有年轻、运动的视觉体
验。
通过动力、外观、配置和颜色的升级，
2019 款凯美瑞有了更丰富的选择、更超值
的价值感受，
成为 B 级车的购车首选。

科鲁泽MONZA全面开启预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日前，上汽通用汽车正式公布了雪佛
兰科鲁泽 MONZA 的配置信息，并宣布新
车将于 3 月 21 日上市。据悉，目前，科鲁
泽已全面启动预售，预订即有好礼相送。
科鲁泽 Redline 320T 车型沿用雪佛
兰 Redline 尚·红系列经典的动感元素，
搭
载全新一代 Ecotec 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
机，动力表现媲美主流的 1.6L 自然吸气发
动机，6 速 DCG 智能双离合变速箱换挡平
顺精准，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 5.2L，
燃油经
济性领先同级。科鲁泽 RS330T 车型则拥
有更加运动的外观设计和更加强悍的运动
表现。搭载的全新一代Ecotec双喷射涡轮
增压发动机性能表现更加强劲，
最大输出功
率 120 千瓦，
最大扭矩 230 牛·米，
配合 6 速
DSS智能启停变速箱，
为驾驶者提供澎湃动
力。这将是雪佛兰又一款全系满足国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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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标准的车型。智能科技方面，
科鲁泽拥有
36 项全系标配，全面提升驾乘品质和科技
体验。
凭借时尚运动的造型设计、
高效动感的
驾享操控、灵活便捷的互联科技和 Redline、
RS的个性化选择，
科鲁泽MONZA将
以更年轻、
更运动、
更科技的产品特征，
充分
满足消费者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用车需
求。
目前，
科鲁泽已全面启动预售，
即日起
至 3 月 23 日预订科鲁泽即可获得预售大礼
包。无忧礼：
赠送3次保养（包含工时费）；
精
装礼：
赠送原厂精装套装（行车记录仪、
空气
净化器、LED 发光迎宾踏板）；
任购礼：
指定
范围内选购 1600 元精品，额外赠送价值
1600元售后维修基金（抵售后现金使用，
单
次限使用200元，
不予折现、
找零）。

新一代全球车型+7S 服务体验

上汽通用：
成就车主美好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3 月 12 日，上汽通用汽车发布
全新企业发展愿景——
“以创新的
汽车产品和服务，引领智慧出行，
成就美好生活”，并宣布从 2019 年
到 2023 年，将总计推出 60 款以上
全新或改款车型。同时，上汽通用
汽车创新升级汽车服务理念与模
式，着力布局建设“7S 模块化经销
商服务体系”
。
2019 年，作为新一轮产品投
放周期的开局之年，上汽通用汽车
旗下三大品牌将推出 18 款全新或
改款车型，覆盖轿车、SUV、MPV、
豪华车和新能源车等多个细分市
场。今年将率先引入通用汽车新

一代全球车型系列。这一车型系
列汇集通用汽车全球优势资源和
前沿科技打造，集智能研发、高效
集成、智能制造于一体，搭载高效
驱动系统技术和最新“第二引擎”
车联网，并拥有丰富配置选择，为
消费者带来拥有更高颜值、更低油
耗、更强智能、高效空间的越级驾
乘体验。2019 年这一车型系列将
在中国推出多款拥有柔性化尺寸
的别克和雪佛兰车型，首批车型将
于近期在中国首发。
1998 年，上汽通用汽车在国
内首批引入 4S 店汽车营销模式。
2019 年，上汽通用汽车再次对服
务体系和业务模式进行创新和升
级，发力锻造“7S 模块化经销商服
务体系”，从新车销售、售后服务、
配件、客户关怀、二手车、共享、金
融服务七大维度，采用数字化全新
服务模式，打造功能丰富的线上线
下服务平台和服务内容，进一步满
足客户的多元化个性需求。

新特汽车：
“特饭”
会员品牌上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3 月 12 日，新特汽车于北京正
式举行
“特有FUN”
新特汽车会员生
态暨智能车联发布会。活动现场，
新特汽车正式发布其会员品牌“特
饭”
，
并召集小米有品、
驴妈妈旅游、
小猪短租、
途虎养车、
VIPKID、
考拉
FM|听伴、
南瓜电影、
一刻 talks、
金
汇通航、德师傅、大师钣喷、佰凌智
能、招商银行十三家生态伙伴共同
站台助力，
推动车主服务再升级。
新特汽车 CEO 先越正式发布
新特汽车会员品牌“特饭”。作为
新特车主的专属品牌，
“特饭”一词
取自“FUN”
“FAN”和“饭”。象征

着新特的粉丝在新特汽车的会员
体系之下享受到有趣的出行生活，
也表明新特汽车的服务成为车主
未来生活的必需品。
新特服务体系针对
“特饭”
做了
五大升级——特饭商城、
会员活动、
用户定制、
车友社交、
新特钱包。原
新特商城全新改版上线为“特饭商
城”，拥有全新商品上架，
“特饭”还
可以享受定制商品、
专享优惠、
新品
专供，参加会员活动，试驾、自驾游
等，
并可自主发起活动；
此外还能与
其他特饭共建社交圈，并在支付环
节享受专享的信用账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