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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2020款帕杰罗
正式上市，新车推出四款车
型，价格区间为 34.98 万~
39.98万元。新车还提供诸多
增值升级服务：购车按揭2年
0利息金融补贴政策、购车派
送价值1万元典藏尊享大礼
包和5年10次基础保养等。
新车在外观、内饰方面增添了

“山猫”主题徽章、刺绣、拉花
等配置，使之更具典藏纪念价
值。6月8日，记者还亲身试
驾了2020款帕杰罗，深入领
略到山猫的魅力。

2020款帕杰罗依旧保
持了经典外形，但增加了很
多“山猫”主题的细节，在车
头格栅、车尾门、轮毂盖等

处加装了山猫纪念金属硬
标，以及山猫形象主题全新
车身拉花。

新车在保持原有越野
SUV基因不变的情况下，还
传承了三菱旗舰品牌精神，包
括第二代超选四驱、3.0升V6
自然吸气发动机、4WD、内嵌
式H型大梁创新承载式车身
设计等。发动机采用SOHC
技术，结构简单，耐用性强，在
低转速驾驶情境下保证高扭
矩输出。新车内饰多处采用
全新仿山猫斑纹木质条纹，座
椅靠背印制刺绣工艺的山猫
形象标志，并采用了全新座椅
颜色和装饰设计升级，椅背打
孔透气。

6月 11日，新BMW 7
系在郑州上市，售价82.8万
~242.8万元。

新 BMW 7 系代表了
BMW最前瞻的造车工艺，它
将超凡实力、创新科技、精致
豪华和尽善尽美集于一身。
新BMW 7系搭载BMW智
能互联驾驶座舱，集成了12.3
英寸的液晶仪表盘及10.25英
寸的触控显示屏，配备第七代
BMW iDrive智能人机交互
系统，让用户可在五维交互界
面中自由选择。另外，BMW

首创、同级独有的沿记录轨
道自动倒车的自动泊车辅助
系统，还有同级独有解放双
手低速跟车功能。

动 力 方 面 ，新
BMW 750Li xDrive换装
4.4升V8发动机，魔毯智能
空气悬挂系统结合整体主动
转向系统，实现了驾乘舒适
性与动态性能的完美平衡。

新BMW 7系还为用
户提供了丰富的定制方案，
契合用户追求独特细节和
极致个性化的诉求。

6月9日，WEY品牌旗下
“颜智先锋”——VV5 1.5T
车型在郑州以酷炫夜跑的方
式上市。新车推出四款车型，
售价12.58万~13.98万元。

VV5 1.5T 以 Panther
黑豹式仿生学动感设计与光
之剑竖型全LED大灯，展现
出强有力的视觉效果。充满
力量感的车身侧面线条，配合
下压式流线车顶，时尚动感呼
之欲出。内饰大面积的软性
覆盖材质，以及精致的选材和
考究的做工，令用户真切感受
到豪华品质。

VV5 1.5T技术领先的
智能语音系统，带来高达95%
的语音识别率，用户只需下达

“口语化”语音指令，便能快速
做出精准响应。同时，通过智
能手机还可以实现远程解/闭
锁车型、远程启动/关闭引
擎。12.3英寸全液晶数字仪
表盘科技感十足，有经典模
式、时尚模式和运动模式可供
选择。

VV5 1.5T搭载1.5T+
7DCT双十佳动力总成。其
中1.5T涡轮增压发动机荣获

“中国心”十佳发动机称号，满
足国Ⅵ排放标准，最大功率为
124kW，最大扭矩为285N·
m。与之匹配的是荣获“世界
十佳变速器”奖项的7速湿式
双离合变速器，令驾驭激情与
务实可靠完美统一。

6月8日晚，吉利星越上
市品鉴暨百位车主星光派对
在郑州如意湖畔举行。

当晚，吉利汽车G网华
中营销部营销总监杨平发表
致辞，对到场嘉宾表示感谢，

并讲述了未来品牌战略发展
的方向。

吉利星越的外观分为普
通版和运动版两种风格，采
用溜背式轿跑SUV的车身
设计，车宽高比为0.87。内
饰方面，新车由两块大尺寸
液晶屏组成了中控台与仪表
台连屏的设计，其两侧发散
的飞翼式设计很具有现代
感。配置方面，星越搭载了
L2级自动驾驶系统、BOSE
音响、智能车载香氛系统、座
椅加热功能等。

由雪佛兰联合Discov-
ery全新打造的雪佛兰SUV
车系深度试驾体验平台

“DC24 HOURS 雪 佛 兰
SUV驾训体验营”正式开启，
并于6月5日~6日在云南丽
江完成了首站。据悉，该驾训
体验营不仅有来自Discov-
ery频道的顶级户外生存大师
JoelLambert亲自传授野外
生存技能，更能在SUV驾训

营和丛林穿越中练就一身过
硬的越野驾驶技能。

作为求生纪录片《荒野
大追捕 Manhunt》主角的
JoelLambert，曾孤身在茂密
丛林、峭壁深渊、荒野沙漠等
险象环生的环境中，完成各
种极限挑战。此次他亲临荒
野营地教授大家找寻安全的
庇护所，将藤条编织成一条
有足够承重力的绳索，通过

木炭、麻布等将污水变成洁
净安全的饮用水，利用周边
可利用的资源将自己隐藏起
来躲避追踪等野外生存技
能。

在DC24 HOURS雪佛
兰SUV驾训体验营中，探界
者更带着大家一起挑战砂石
路、落差悬殊的陡坡、起伏的
搓板路等各种复杂路况，更让
大家亲自上阵完成了陷车后
的自救，并顺利完成极富挑战
的九子海丛林穿越。在这一
过程中，探界者展现出纯正美
式SUV的强悍性能，有这样
一辆有着足够强悍实力的车，
方可带你去纵情天涯。

据 悉 ，如 此 高 能 的
DC24 HOURS雪佛兰SUV
驾训体验营，即将于6月24
日在马蜂窝上线，对全社会
开放，感兴趣的车主朋友可
以密切关注。

学习野外生存 完成越野试驾

雪佛兰探界者带你纵情天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颜智先锋VV5 1.5T
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山猫来袭 新款帕杰罗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星光”闪耀 吉利星越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新BMW 7系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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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在2019亚洲
消费电子展（CES）期间，梅赛
德斯-奔驰在上海 Mer-
cedes me外滩体验店举办
了“梅赛德斯-奔驰EQ科技
日”活动，通过EQ生活空间，
展示其在电动出行领域多元
化探索的战略蓝图——EQ
电动科技品牌及其“三管齐
下”的全面电气化技术路线。

在EQ生活空间中，EQ

品牌的首款量产车型——全
新EQC纯电SUV亮相。该
车电力传动系统在前后轴各
有一台紧凑型电机，合计输
出功率达300千瓦，百公里
加速5.2秒。5种驾驶模式
和4种能量回收模式，带来
高效而个性化的电动驾驶体
验。标准工况下续航里程
415公里，可充分满足国人
的出行需求。此外，EQ品牌

三条技术路线下的产品矩阵
亦尽数亮相，包括搭载48伏
智能电机系统的新一代C级
车与新款E级车、应用新一
代插混技术的新款 S 560
e L以及全球首款搭载燃料
电池和蓄电池系统的插混车
型——梅赛德斯-奔驰GL-
CF-CELL。

为实现全面电气化的产
品阵容和零排放的未来，戴
姆勒规划了“三管齐下”的策
略，实现在EQ BOOST（电
气 化 内 燃 机 技 术）、EQ
POWER（插电式混合动力技
术）与EQ（纯电驱动的蓄电
池/燃料电池技术）等多个技
术领域的探索。

本届EQ科技日，以“瞰
思未来（C·A·S·E）”战略为
指导，梅赛德斯-奔驰以清晰
全面的战略思考展现了令人
神往的电动出行蓝图，以及
对未来智能和零排放出行生
活的美好愿景。

三管齐下推动电气化技术——

梅赛德斯-奔驰描绘电动出行蓝图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