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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8日，首届腾发名
车展6·18超级欢乐购活动
在郑州腾发名车天伦路店举
行。活动现场热闹非凡，订
单量高达103台。

活动开始前，特邀嘉宾
“大衣哥”朱之文和百家媒体
代表共同参观了腾发名车的
质检流程和展厅，细致的质
检流程和种类丰富的展厅车

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
象。

河南腾发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吴永超、苏
志伟表示，他们对腾发名车
的质量有着极大的信心，并
且愿意请各位媒体及网友
共同监督，力争把腾发名车
的品质及服务做到极致。

此外，腾发名车销售总

监郭占庭还讲解了腾发核心
业务：精品二手车、全新平行
进口车、5S售后维修服务，对
于客户的需求，腾发名车尽量
做到全面满足，让客户买着放
心，开着安心。

现场，腾发名车还为到场
嘉宾准备了摇一摇抽大奖、比
基尼走秀以及订车用户抽取
礼品等各种福利。

6月15日，上汽通用雪
佛兰新一代创酷亮相郑州，
共推出包括Redline 版在
内的6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9.99 万~13.99 万元，配置
1.0T和1.3T两款动力。

新一代创酷以通用汽
车 Smart Propulsion 智
驱科技打造高效动力，实现
了性能、油耗、排放与可靠
性的完美结合，全面满足国
六B排放标准。新车搭载
第八代Ecotec 335T智能
直喷涡轮发动机与CVT智
能无级变速箱，以及第八代
Ecotec 325T智能直喷涡

轮发动机与6速手自一体
DSS智能启停变速箱或6
速手动启停变速箱的全新
动力组合。

其中，第八代Ecotec
335T 智能直喷涡轮发动
机的最大额定输出功率达
到 121 千 瓦 ，在 1500~
4000转/分的宽泛平台范
围内可迸发出 240 牛·米
的峰值扭矩，百公里加速
成绩8.9秒，综合工况下百
公 里 油 耗 低 至 5.7L；而
325T 智能直喷涡轮发动
机则将百公里综合油耗进
一步降低到5.1L。

6月 12日，江淮新能源
iEVS4领新上市暨万里公测
第二季郑州站开跑。本次公
测活动既是对江淮iEVS4真
实产品力表现的实证，同时
也彰显了江淮新能源“科技
引领大众e行”品牌主张和

“安全可靠，值得信赖”的品

牌形象。
本次公测自5月28日从

合肥江淮大众生产基地出发
以来，一路环巢湖，跨黄淮，
越东岳泰山，纵横齐鲁大地，
顺利抵京后又南下华北平
原，再战中岳嵩山，直达郑
州，至今已累计行程2200余

公里。无论是在高温的高速
道路，还是在迂回的曲折山
路，iEVS4最大66kWh电量
带来的高达470km的综合工
况续驶里程、强悍的快充性
能颠覆了很多人对电动车无
法远行的固有印象。

iEVS4采用最新一代液
冷恒温技术，结合江淮独创
的五层次安全保障技术，杜
绝电池风险。新车还配备了
丰富的安全配置，同时与车
道偏离预警、超速预警、变道
辅助、盲点监测、倒车辅助等
L2级智能自动驾驶技术组
合，让用户驾乘更安心。

活动当天郑州区域首辆
iEVS4正式交车，车主牛克
表示非常期待iEVS4实际体
验，也将继续一如既往地支
持江淮新能源，希望江淮新
能源持续为全国的“i”粉们提
供更多类型的纯电动车。

继雪佛兰新一代创酷
全国上市之后，6月 14日，
记者有幸第一时间深度体
验了新一代创酷的驾乘性
能 。 定 位 为“ 智 联 驾 趣
SUV”的新一代创酷，其配
备的MyLink+智能车载互
联系统，带来极富乐趣的智
联出行体验。

新 一 代 创 酷 配 备 的

MyLink+智能车载互联系
统，打破传统固有模式，配置
了丰富的车载APP，涵盖智
能导航、娱乐音乐、新闻资
讯、实时天气、交通生活等实
用功能，只需用手机号在车
机上创建个人账户并登录，
就能实现手机与车载共有
APP的一键贯通，免除以往
注册步骤繁琐、操作麻烦的

问题。
此 次 试 驾 的 redline

335T CVT版车型，配备的
是第八代 Ecotec 335T 智
能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配
合首款CVT智能无级变速
箱。中低速时，起步轻盈，
CVT带来的平顺感，让中低
速时行车更加畅快。高速
公路上，只需略微深踩油
门，强劲的动力便喷薄而
出，动力响应非常灵敏，变
线超车一气呵成。多山的
贵州最多的就是山路十八
弯，就连高速公路也是急
弯、陡坡弯、连续弯等各种
弯道。驾驶着新一代创酷
行驶在多弯的山路或高速
上，其偏运动风格的底盘调
校，在过弯时给车身提供足
够的支撑力，再加上配备的
博世新一代电子随速转向
系统、普利司通的高性能轮
胎，带来了高精度的转向表
现和高品质的转向力感，带
给驾驶者十足的自信。

6月14日，蔚来汽车携
旗下高性能智能电动旗舰
SUV ES8及高性能长续航
智能电动 SUV ES6 亮相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据悉，蔚来ES6 继去
年12月15日发布之后，首
批量产车已于今年5月28
日下线，首批新车将会在6
月份进行交付。

在6月25日新能源汽
车过渡期政策结束前，蔚来
汽车也发布了针对河南用

户的购车限时福利。购买
ES8的用户在6月25日之
前提车上牌可享受免购置
税约4.4万元，最高享受补
贴2.7万元，总车价可省7.1
万元。购买ES6的用户在
6月30日前锁定订单，即可
享受免购置税约4万元，最
高享受补贴3.6万元，总车
价可省7.6万元。同时，还
可享受质保、异地加电、道
路救援、车联网服务4项终
身免费权益。

6月14日，全球知名豪
华汽车品牌玛莎拉蒂携旗
下三款重磅车型亮相郑州，
包括奢华典雅的全新2019
款 Quattroporte 总 裁 轿
车、轻盈动感的全新 2019
款 Ghibli 运动轿车以及旗
下首款SUVLevante，尽显
玛莎拉蒂百年品牌“卓尔不
凡”的品牌特质。

全新2019款Quattro-
porte 总裁轿车配备 3.0 升
V6发动机，可在 1750rpm
至 4500rpm的转速范围内
稳定地提供高达257kW的

功率。高达 167N·m的
扭矩系数，令 Quattro-
porte总裁轿车百公里加
速仅需5.6 秒，最高车速
可达263km/h。

现 场 展 出 的 Le-
vante，配备了 3.0 升 V6
双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发动机与“Q4”智能全轮
驱动系统搭配，需要时可
在前后轴之间实现扭矩
的瞬间转换，为客户提供
无与伦比的运动型驾驶
体验和优异的日常驾驶
性能。

首届腾发名车展“欢乐”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雪佛兰新一代创酷
亮相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江淮新能源iEVS4万里公测郑州开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试驾雪佛兰全新创酷 感受智趣驾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6月30日前购车，最高可省7.6万

蔚来汽车ES6
本月即将交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玛莎拉蒂重磅车型
登陆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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