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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晚，奇瑞汽车
旗下瑞虎SUV家族旗舰车
型——全新一代瑞虎8于成
都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
1.6TGDI + 7DCT、1.5TCI +
6DCT、1.5TCI+MT三种动
力总成共 10 款车型，售价
8.88万~15.59万元。

奇瑞汽车党委书记、董事
长尹同跃表示，全新一代瑞虎

8是奇瑞22年技术创新集大
成之作，动力强劲的1.6TGDI
发动机、领先的平台技术、融
入AI基因的“雄狮智云”智能
网联系统、L2级自动驾驶技
术……代表了国内汽车行业
的最高水平。

发布会上，奇瑞汽车还
宣布全新一代瑞虎8携手代
言人杨烁共同开启“保护珍

稀野生动物”的公益计划，新
车前1万名用户均可成为该
计划捐赠人，奇瑞代为捐赠
100元/名。

全新一代瑞虎8在设计
时使用了更加潮流的点阵式
镀铬格栅，新增多腔反射式
LED自动大灯及高能动态转
向灯、触摸式无钥匙进入、双
排气真尾喉和贯穿式 LED
熏黑尾灯，使其显得科技、年
轻、动感。

全新一代瑞虎8搭载的
1.6TGDI发动机，最大功率
145kW，峰值扭矩290N·m，
百公里加速仅8.9秒，百公里
综合油耗只需7.4L。

全新一代瑞虎8还融入
了AI人工智能基因，新增了

“AI人脸识别技术”和“AI智
云管家”两项黑科技功能。
同级独有RICSCS远程主动
式座舱自洁系统、感应式智
能手环、360°鸟瞰式全景超
清倒车影像等多项智能驾驶
辅助配置。

5月 24日晚，新BMW
7系在成都携十五大同级领
先技术上市，六款升级车型
售价为82.8万~242.8万元。

新BMW7系的动力系统
迎来一系列创新升级，新
BMW 750Li xDrive 换装
了4.4升V8发动机，从曲轴箱
到发动机管理系统都经过大
幅改进，最大功率390千瓦，

比前代发动机增加60千瓦。
此外，新 BMW 730Li 与新
BMW 740Li车型的发动机
输出功率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创新的魔毯智能空气悬挂系统
结合整体主动转向系统，实现
了新BMW7系驾乘舒适性与
动态性能的完美平衡。

除创新科技和全新设计
外，Carbon Core高强度碳纤

维内核、星空全景天窗、迎宾
光毯、手势控制等BMW已
有的行业领先技术，以及智
能激光大灯、第七代BMW
iDrive智能人机交互系统、
BMW智能个人助理、解放
双手低速跟车功能、变道辅
助系统、50米沿记录轨道自
动倒车功能、V8涡轮增压发
动机、整体主动转向系统、
B&W钻石环绕音响、带个性
化定制细线纹的Merino全
真皮内饰、BMW完全定制，
共15项行业独有或同级最
佳功能将应用于新BMW 7
系。

发布会上，宝马（中国）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刘智
博士打出“开宝马，坐宝马”
口号，并称“奔驰一生，宝马
相伴”，展示出对新BMW 7
系的信心，以及宝马集团继
续推进大型豪华车产品攻势
的决心。

5月25日，全新奥迪
Q3郑州区域上市品鉴会
在彩虹盒子艺术园区举
行，百余位当地媒体及奥
迪车主代表齐聚一堂，共
同见证了这款全能型高
档 A 级 SUV 的独特魅
力。新车共推出 8 款车
型，售价 27.18 万~35.98
万元。

全新奥迪 Q3 基于
MQB 平 台 打 造 ，提 供
S-line和普通版两种外观
风格，整体造型动感十足，
相比老款车型变化较大。
内饰使用奥迪虚拟座舱设
计语言，中控偏向驾驶员

侧，配备三辐平底式方向
盘、全液晶仪表和多媒体
中控大屏，科技感更强。
轴距达到2680mm，车内
空间更大。标配10.25英
寸全液晶仪表，车内科技
感更强。搭载1.4T、2.0T
低功率、2.0T高功率发动
机，动力选择丰富。配备
最新的MMI互联系统，支
持苹果 CarPlay 或 An-
droid Auto，同时带有
Wi-Fi热点功能。

在随后的试驾活动
中，全新奥迪Q3再一次
刷新了大家对高档A级
SUV的认知。

5月26日，在郑州时
尚网红地——汇艺银河
里，全新一代雷凌潮范上
市，共推出10款车型，售
价 为 11.58 万 ~15.28 万
元。

基于 TNGA 架构下
打造的全新一代雷凌，外
观、内饰、配置等方面都
有所升级。全新一代雷
凌的外观采用了全新的
设计风格，整体变得更加
年轻且质感更强。内饰
更为简洁而富有科技感，
中控台配备了大尺寸的
悬浮式中控显示屏，搭载
了丰田最新一代智行互
联 系 统 和 智 行 安 全 系

统。全新一代雷凌还配
备了PM2.5 空气净化装
置、电子手刹、自动驻
车、TPMS 胎压监测系
统、新一代DRCC（动态
雷达巡航控制系统）、蓝
牙电话、语音控制、定速
巡航、车道偏离预警系
统等配置。

全新一代雷凌提供
1.2T及 1.8L双擎两种动
力选择，前者匹配 CVT
无级变速箱；后者搭载
1.8L阿特金森直列四缸
发动机，配合传动系统
E-CVT变速箱，综合工
况 油 耗 仅 为 百 公 里
4.1L。

5月26日，红旗旗下
首款 SUV 车型——HS5
在郑州大展红旗展厅内上
市。新车共有5款车型，
售价为18.38万~24.98万
元。

HS5 有着精美动感
的外观、出色的动力总成、
丰富的智能科技配置、精
致的细节工艺、人性化的
舒适装备和顶级的主被动
安全系统等，为驾乘者带
来了红旗品牌专属的全场
景、多维度尊贵感体验。

红旗HS5以超大的
精致空间、12向电动座椅
调 节 、红 旗 专 属 定 制

Bose12 声音响系统、双
12.3英寸液晶连屏中控、
253色氛围灯、可加热方
向盘、顶级头层 NAPPA
皮座椅以及睡眠头枕、智
能清洁座舱等装备，为车
内驾乘人员提供了更加舒
适的环境。

HS5 配备了红旗智
能驾驶HD2.5、红旗智能
座舱HC2.0系统，其智能
语音交互系统、OTA 高
速安全迭代等系统与功
能业内领先，可手机远程
控制、自动泊车，还有在
线音乐及智能家居等丰
富有趣的娱乐互联系统。

5月29日，第七届中国
汽车涂装工艺技术高峰研讨
大会暨2019汽车涂装展览
展示洽谈会在郑州召开。

会议集中探讨交流汽车
制造国内及国际政策、环境
分析、新能源汽车生产资质
最新审批标准、政策、汽车行
业未来发展、物联网下的喷
涂机器人技术、环保驱动与
涂装创新、新形势下汽车涂

料的研发和创新等。
本次峰会设有汽车涂装

展示展览区，主办方精心挑
选业内20余家企业布展，分
别涉及涂装线集成、环保涂
料、节能空调、先进漆渣处
理、废气治理设备、涂装配套
等，搭建了汽车制造企业及
零部件企业与优质涂装供应
商的洽谈交流渠道。

会议期间，组委会还将

带领参会代表参观考察奇瑞
商用车新建涂装线和平原智
能生产工厂。

本次汽车涂装峰会旨在
加强推动新发展理念贯穿于
汽车涂装行业发展全过程，落
实汽车涂装行业科学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深化交
流与合作，提高汽车涂装行业
技术、装备与管理水平，为汽
车涂装业发展夯实基础。

携十五大同级领先技术上市——

新BMW 7系打出“开宝马，坐宝马”口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全新一代瑞虎8正式上市
售价8.88万～15.59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刷新高档A级SUV认知

全新奥迪Q3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全面升级 潮范来袭

全新一代雷凌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红旗HS5
郑州大展红旗店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第七届中国汽车涂装大会在郑召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