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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东风风行T5L在
北京正式上市，共推出四款车
型，售价8.99万~12.39万元。在
4月30日之前下单购车，就能享
受终身基础流量免费等大礼。

T5L前脸比较壮硕，进气格
栅采用了大面积镀铬与黑色元
素搭配，形成时下流行的点阵式
布局。内饰部分采用了非对称
式中控台设计，搭配红黑撞色处
理，增添了几分时尚气息。

T5L 的 车 身 尺 寸 为
4780mm、1872mm、1760mm，
轴距为2753mm。采用2+3+2
座椅布局，第二排座椅可4/6折
叠，第三排则可以与地板平齐放
倒，行李厢容积最高可达2370。

T5L 全 系 搭 载“Fu-
turelink3.0”车联网系统，通过
智能语音系统不仅可以操控车
载导航、电台、音乐及车载信息

等功能，还能实现远程启动车
辆、远程遥控升降窗、远程启
动空调等操作。T5L还搭载
了360°全景影像盲区监测、
手机无线充电、智能感应雨
刷、自动后视镜、电动尾门、行
车记录仪等配置。

T5L搭载了具备Mo-
bileye图像识别技术、同级领
先的ADAS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具备ACC自适应巡航、
LDW车道偏离报警、LKA车
道保持辅助等驾驶辅助功能，
FCW前碰撞预警、AEB自动
紧急制动等主动安全功能。
此外，新车全系标配ESP车身
电子稳定系统。

T5L提供1.6T+7DCT、
1.5T+CVT、1.8T+MT三种
动力组合，并且三款发动机
的百公里油耗都在8L以内。

3月29日，上汽荣威“A+
级宽适豪华互联网轿车”全新
荣威i6 PLUS在上海升级上
市，共推出两种动力9款车
型，官方指导价 8.98 万~
13.98万元，现在购买即可享
受2万元现金礼，实际支付价
仅需6.98万~11.98万元。

新车以“朗逸升级版”姿

态而来，按照德系品质标准匠
心打造，实现“颜值PLUS、舒
适 PLUS、动力 PLUS、安全
PLUS、互 联 PLUS、品 质
PLUS”六大升级，极致满足消
费者对更高品质家轿的期待。

外观上，全新荣威 i6
PLUS 在“律动设计”基础
上，标配Pro展翼格栅，扁平

化的“大嘴”设计稳重感十
足；同时，新车拥有媲美B级
车 的 宽 适 大 空 间 ，配 备
PM2.5新风过滤系统、精微
六向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
热等功能，舒适 PLUS；此
外，新车还越级配备LED前
大灯、电动折叠外后视镜、双
区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
出风口等诸多常见于B级车
的配置，再加上豪车级品控
标准，让全新荣威i6 PLUS
由内而外实现品质PLUS。

新车提供两种动力选
择 ，1.5T 车 型 最 大 功 率
124kW，峰值扭矩 250N·
m；1.6L车型匹配CVT无级
变 速 箱 ，百 公 里 油 耗 仅
5.9L。新车采用66%高强度
钢笼式车身、激光焊接一体
式车顶，为驾乘人员安全上
了多重保险。

3月30日，纯电动名爵
EZS在北京宣布全球上市，
这款具有标准高、提速快、价
格实在等特点的新车，4款
车型补贴后售价为10.98万
~13.98万元。

EZS在中国上市后，还
将登陆英国、德国、澳大利
亚等全球多个市场，因此其
在满足国内标准的基础上，
还能达到欧洲标准。EZS

是 国 内 首 款 符 合 欧 标
E-MARK 认 证 、欧 洲
REACH 法规、美国权威
UL2580 电池安全标准、防
尘防水民用最高等级 IP67
标准的纯电动SUV。因为
对品质有信心，厂家对EZS
承诺8年或15万公里的三
电质保、8年或20万公里电
池衰减小于30%。

外观动感，新推的“哥本

哈根蓝”色彩新颖，重要的是
EZS加速快，能带来快人两
秒的超越激情。EZS搭载上
汽最新一代运动级高性能电
机 ，在 行 业 内 首 先 采 用
Hair-pin绕组设计，最大功
率110千瓦、峰值扭矩350
牛·米，0~50km/h加速仅需
2.8秒。

EZS搭载全新一代“互
联智行”系统，轻松打造出
行、娱乐、支付、养车、维护等
一系列基于大数据的智能体
验。该系统的充电地图，涵
盖特来电、安悦等10万个充
电桩的智能推荐，帮你解决
充电难题。

EZS前一万名购车用户
可享1万元限时立减补贴，
实际补贴后全国统一零售价
10.98 万~13.98 万元。MG
名爵还特别推出特权购车方
案：9.99 万元买欧洲纯电
SUV，后续可用999元/月租
电池的形式支付。

BNA架构全面升级，燃油、
DM、EV纯电三大矩阵九款新
车重磅登场……3月28日，比亚
迪2019年春季新品在北京正式
发布。比亚迪王朝燃油、DM、
EV车型实现底盘架构、核心科
技、动力技术、智联开放、设计、
供应链及品质管控的七大共享，
智价比全面提升。

本次发布会上带来了燃油、
DM、EV三大矩阵九款新车。

燃油矩阵，行政级豪华六座
SUV——全新一代唐（燃油）六
座版，以“2+2+2”布局更好地满
足中国用户的特定用车场景；秦
Pro超能版，实现同级首创全系
TI动力，并可选装L2级智能驾
驶；全智联大美7座车——全新
宋MAX，首次搭载DiLink智
能网联系统。

DM矩阵，第三代DM技
术全面覆盖，推动日常出行零
油耗变革。王朝DM矩阵产
品应用全面进化的第三代DM
技术，造就了全新一代唐DM
六座版、15万级秦Pro DM超
能版以及中国首款智混MPV
旗舰——全新宋MAX DM。

EV矩阵，BNA+e平台，
新上市的全新元EV535、秦
Pro EV超能版和全新一代
唐EV600D三款纯电车型，
续航里程全面超过 400 公
里，同时开启了纯电动汽车
性能向卓越进阶的新时代。

此外，基于全面开放的
智能生态，比亚迪的DiLink
系统不断进化，支持近 400
万款海量应用，还将为用户
带来更多实用的用车场景。

4月2日上午，己亥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之上汽大通
接待用车交车仪式在郑州市
中原福塔举行。上汽大通中
原大区总经理杜林峰、拜祖
大典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徐
莹、河南世源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代表张维等出席活动。

上汽大通G10屡次登上
国际高规格活动舞台，曾先
后成为APEC峰会、青奥会、
上合组织会议、亚信峰会、博

鳌亚洲论坛、G20峰会等指
定用车，被誉为“国宾车”。
作为上汽集团的MPV力作，
G10凭借超越同级的“前瞻
设计、澎湃动力、舒享空间、
全面安全、人性科技”五大亮
点，全面满足拜祖大典用车
需求，为政坛领袖、商界精英
提供高端舒适的用车服务。
G10拥有全新的流动立体雕
塑设计，动感时尚又大气稳
重；搭载上汽集团全新一代

高效2.0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可达 225 马
力，开创MPV的全新“大动
力”时代；在空间上，G10更
是同级产品中的佼佼者。

能够从2016年至今一
直成为拜祖大典指定用车，
证明了G10的一流品质与
行业影响力，也从侧面表明
G10代表自主品牌的最高水
平，拥有强大的品牌实力与
市场号召力。

东风风行T5L正式上市
售价8.99万～12.39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全新荣威i6 PLUS正式上市
实际售价6.98万～11.98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加速快、标准高、起价低——

纯电动SUV名爵EZS全球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比亚迪
三大矩阵九款新车登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上汽大通G10
连续四年成为拜祖大典指定用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