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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上汽大众全
新一代 Polo Plus 在上海
上市，售价 9.99 万~12.39
万，电影《飞驰人生》的主演
沈腾和导演韩寒也来到现
场助阵。

全新一代 Polo Plus
应用了全新锋彩设计理念，
立 体 双 V 引 擎 盖 、Ar-
row-shaped箭形双腰线、
酷黑流光车顶动感十足。
车身尺寸全面提升，宽高比
接近全新凌渡，轴距加长

94mm至2564mm，驾乘空
间显著提升。新车具有同
级仅有的Beats Audio潮
牌音响系统、全玻璃屏无边
框设计的8英寸智行多媒
体导航系统、全系标配的全
景大天窗等，亮点颇多。

全新一代 Polo Plus
源自大众汽车集团MQB
制造平台，引入同级仅有的
Front Assist前方安全辅
助系统，并全系标配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全路况

ESP车身动态电子稳定系
统、定速巡航、RKA+胎压
监测、6安全气囊等，更加
安全可靠。

全 新 一 代 Polo
Plus1.5L全铝发动机最大
功率 83kW，百公里综合
油 耗 5.5L，尤 为 适 合 家
用。匹配 Tiptronic 六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及五速手
动变速箱，驾驶平顺性出
众。得益于高强度车身结
构、融合舒适性与操控性
的底盘系统、全系装备的
XDS+电子差速锁等，新车
在弯道、制动、静谧性上均
有 出 色 表 现 。 再 加 上
Drive-focus 驾舱设计、
一体包覆式运动座椅，及
长度高度可调的多功能动
感方向盘等赛车风格装
备，尽享城市赛道上的飞
驰快感。据悉，现在购车，
首付低至一成，消费者还
可享受最低日供 50 元的
金融礼包。

6月18日，广汽本田新
款缤智正式上市，新车共有
6款车型，官方售价 12.78
万~17.68万元。作为中期
改款车型，新款缤智在外
观、内饰上有小幅调整，动
力方面新增1.5T涡轮增压
发动机。

新款缤智采用了本田

现行最新家族设计，全新的
格栅采用了宽大的镀铬饰
条，低配车型的大灯中加入
了透镜，高配车型则提供全
LED大灯。车尾方面，新车
的包围造型略有调整，尾灯
组同样升级为LED光源。
1.5T车型将采用双边双出
排气，以凸显其运动气质。

此外，新款缤智还增加了一
款红+黑的内饰配色，相比
纯黑内饰更增添了些许个
性元素。

新款缤智搭载 Hon-
da SENSING安全超感系
统，包括ACC主动巡航控
制系统、RDM车道偏移抑
制系统、CMBS碰撞缓解制
动系统、LKAS车道保持辅
助系统及TSR交通标识智
能识别系统等多项功能。

动力堪称是新款缤智
的一大亮点，首次使用了涡
轮增压发动机，220 TUR-
BO（1.5T）发动机最大功率
130kW，峰值扭矩 220N·
m，与之匹配的是CVT无
级变速箱。1.5T将取代老
款的 1.8L 动力，而 1.5L 发
动机则得到保留，除了匹配
CVT无级变速箱外，还将
提供6速手动车型。

6月14日，沃尔沃汽车
旗 下 都 市 豪 华 纯 正
SUV——全新 XC40 正式
登陆郑州市场，并推出“型
走都市计划”。该计划包括
5 年用车无忧豪华礼包、
20%首付18期零利率金融
服务方案和2年免费保险。

全新XC40全系标配
12.3英寸液晶智能数字仪

表盘、9英寸液晶触摸中控
屏，支持苹果CarPlay系统
且提供手机无线充电功能；
全系标配Volvo On Call
随车管家系统，并内置
Car Sharing 远程共享用
车功能。搭载 Drive-EE
驱智能科技，全系标配8速
自动变速器，其中T5最高
功率 252 马力，最大扭矩

350牛·米，0–100km/h加
速时间仅需6.4秒。

1月至5月，沃尔沃汽
车在中国共计销售54503
辆，同比增长9.5%。得益
于良好的销量表现，从6月
开始，郑州地区沃尔沃经销
商均已完成“国五”到“国
六”车型的销售切换，目前
在售车型均为“国六”标准。

6月15日，海马8S正式
启动预售，预售价为8.6万~
13万元，并宣布将于7月8日
正式上市。此次海马8S预
售以京东平台为主要“阵
地”，下订赢礼包、置换有礼
等预售政策诚意十足。

据悉，在之前的质量万
里行活动中，32天里，10辆
海马8S途经西安、汉中、遵
义、昆明、赣州等 24 座城
市，累计行驶里程 10 万公
里，凭借过硬质量顺利通过
测试且0事故0故障。在活
动现场，海马汽车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高潮公布了6款海
马8S的预售价格，并重磅推
出了四重钜惠豪礼。此次

预售活动，海马汽车将预售
主要“战场”由线下迁移至
线上，以京东海马官方旗舰
店为阵地，使“一键购车”的
便利体验成为可能。海马
8S形式多样的预售玩法和
诚意十足的预售政策吸引
了不少意向消费者果断下
订，战绩喜人。

同时，在预售仪式上，
海马 8S 女子车队同台亮
相。未来，海马8S女子车队
将作为海马汽车与消费者
的沟通桥梁，参与海马的各
类线下活动，多维度展现海
马汽车的产品实力，与消费
者深度互动，助力海马营
销。

6月 14日，国内首款国
六b柴油版皮卡——长城风
骏7在郑州亮相。连续21年
在国内皮卡市场销量第一的
长城汽车，成为我国首家同
时拥有汽柴油国六车型的皮
卡品牌。

风骏7外观上延续了类
似哈弗SUV的设计语言，六
边形镀铬前格栅与大灯组、雾
灯区域相衬，营造出一副刚劲
有力的前脸形象。该车将提
供更多丰富的选装配置，其中
龙门架、侧踏板、前脸格栅、轮
毂、日间行车灯等配置均有多
种选择。在尺寸方面，新车长
宽 高 分 别 为 5095mm、
1800mm、1740mm，轴 距
3050mm。选装防滚架之后，
车身高度将达到1760mm。

风骏7的内饰摒弃了以
往皮卡车型中的简朴设计，功
能区划分清晰，内饰面板采用
仿碳纤维设计。最有特点的

就是采用了悬浮式中控屏，
搭载了与科大讯飞共同研发
的智能语音交互系统，可以
语音控制开空调、听音乐、导
航等。

风骏7的轴距达到了3
米多，因此它的驾驶室和后
排座椅空间相对较大，座椅
使用了皮革材质包裹，且主
驾座椅可选配 6 向电动调
节。后排宽度可以轻松乘
坐三人，乘坐舒适度较高。

动力方面，风骏7搭载
了一款型号为 GW4D20M
的 2.0T涡轮增压柴油发动
机，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最
大功率为 115kW（156 马
力），最大扭矩为345N·m/
1400-2800rpm。据了解，
风骏7优化了进排气系统，
提升发动机燃油经济性，两
驱车型百公里油耗可低至
7.6L，四驱百公里油耗可低
至7.9L。

韩寒沈腾为上市站台

全新一代Polo Plus开启“飞驰人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新款缤智正式上市
售12.78万～17.68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沃尔沃全新XC40登陆郑州
河南区域开售国六新车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8.6万元起
海马8S正式启动预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长城皮卡风骏7柴油版
郑州亮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