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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东南汽车DX5
正式上市，6款车型售价6.99
万～9.99万元，全系满足国六
B排放标准。作为东南汽车
DX家族的新成员，东南DX5
完美承袭了家族优秀基因，具
备“大气颜值”“精致品质”“舒
适驾控”等多重优势。

东南DX5的外观由东南
汽车联手意大利宾尼法利纳
原创打造，整体造型完美诠释
了东南汽车“翼3”设计理念的
精髓。 采用双墙隔声设计，
全车身无死角加装了隔音降
噪材料，驾驶空间达到深海级
静谧条件。严格把控车内空
气质量，通过使用环保材料，
降低有害气体的产生。

东 南 DX5 的 轴 距 为
2615mm，车身尺寸为4406×
1840×1654mm，后排魔术座
椅可4/6分体折叠。全新一代东

南智联系统，搭载北斗和GPS
系统、实时路况显示系统、蓝牙
及车载电话等。下雨时，四门
车窗能智能感应，自动关闭。

东南DX5搭载三菱全铝
4A91 MIVEC 发 动 机 及
4A91T MIVEC涡轮增压发
动机，匹配比利时PUNCH第
三代8速CVT自动变速器、
爱信6速手动变速箱和5速手
动变速箱，能够满足不同的使
用需求。在安全配置上，东南
DX5 车身60%以上结构使用
超高强度钢材料，搭载ESC
全维车身稳定控制系统、ROP
专业级SUV防侧翻保护系统
在内的十位一体主动安全系
统。360°AVM全景环绕影
像系统、EPB智能电子手刹、
AUTO HOLD 自动驻车系
统，更为驾驶便利性、安全性
提供保障。

9月29日，东风风神奕
炫发布会在古都洛阳举行，
售价区间为 6.99 万～10.09
万元，前1万名购车者，还可
以享受5000元补贴，实际支
付价格为 6.49 万～9.59 万
元。

外观方面，风神奕炫车
头两侧从大灯一直延伸到保
险杠的“C”形镀铬装饰很标
新立异，提供了黑钛轮毂、双
色风潮轮毂和双色战斧轮毂
三种炫酷造型，主打的国潮

车色“天青蓝”个性十足，从
C柱才开始下溜的车身设计
有效保障了后排乘客的头部
空间；长宽高为 4660mm、
1812mm、1490mm。

风神奕炫搭载了L2+级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包含
AEB-P自动紧急制动系统、
ACC-S&G带启停自适应巡
航系统、ICA智能领航辅助
系统、TJA&HWA交通拥堵
辅助&高速公路辅助系统、
TSR交通标示识别系统等智

行配置，同时配备360°超
清全景影像。

风神奕炫安全性方面满
足了E-CNAP、C-CNAP的
五 星 标 准 ，大 面 积 使 用
1500MPa等热成型板，而且
转向管柱设计带有100mm
溃缩功能。

新车有1.5T和1.0TD两
种动力可选，其中1.0TD涡
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92kW、最大扭矩196牛·米，
燃油经济性表现出色。

9月26日，“惊艳质美座
驾”——长安马自达次世代
MAZDA 3昂克赛拉在杭州
正式上市，售价为11.59万～
16.89万元。新车提供创驰
蓝天SKYACTIV-G高压缩
比缸内直喷1.5L、2.0L两种
发动机排量共7款车型供消
费者选择，并且新增备受车
主欢迎的铂钢灰车漆。9月
28日，这款新车即在郑州上

市。
次世代MAZDA 3昂克

赛拉以全面革新的“以人为
本”造车理念再次超越自我，
实现了更高次元的“人马一
体”。犹如惊鸿掠影的轿跑
车身、遵循“减法美学”和以
驾驶者为中心打造的驾舱布
局，得益于全新世代创驰蓝
天车辆构造技术平台，次世
代MAZDA 3昂克赛拉在空

间质感、静音质感、触摸质感
三大板块全面超越同级别竞
品车型。

为将“人马一体”的驾感
推向极致，次世代MAZDA
3昂克赛拉搭载了“GVC加
速度矢量控制系统”的升级
版——GVC PLUS。同时，
新车全部采用了符合美国
IHSS碰撞试验五星要求的
大型气囊，并且全系车型标
配膝部气囊。

长安马自达汽车有限公
司总裁中岛徹表示：“次世代
MAZDA3昂克赛拉的上市，
代表着长安马自达将踏入全
新发展阶段的起点，以这款
重要车型的投放为契机，长
安马自达将实现更高的品牌
价值提升及更长远的发展。
未来，长安马自达将恪守对
中国市场的承诺，导入更多
马自达全新世代产品，将全
新世代的设计与技术带给中
国用户。”

9月28日，比亚迪e2河
南18城同步上市品鉴会在郑
州落幕，新车定位于紧凑型纯
电动跨界车，推出两种续航里
程共4款车型，综合补贴后售
价为8.98万～11.98万元，现
在进店购买还可享受河南购
车专属礼。

动力方面，e2搭载一台最
大 功 率 70kW、最 大 扭 矩
180N·m的永磁同步电机，搭
载来自比亚迪的三元锂电池
组，并分为两个版本，其中
35.2kWh车型NEDC综合续
航里程为 305km，47.3kWh
车型的NEDC综合续航里程

为405km。
e2 采用全新的“Crystal

Energy（焕能水晶）”设计理念，
让整车外观拥有出色的视觉效
果。车身尺寸方面，e2的长宽
高分别为4240mm、1760mm、
1530mm，轴 距 为 2610mm。
亚光铝、仿缝线以及钢琴烤漆材
质的运用为整个内饰增加了高
级感。

e2搭载DiLink2.0智能网
联系统，配备中控10.1英寸可
旋转大屏。该系统内部集成
了空调控制、语音操作、导航、
蓝牙音乐以及第三方APP下
载等功能。

9 月 28 日 ，新 宝 骏
RM-5/RC-6上市发布会在
郑州举行，售价分别为8.68万
～12.08 万 元 和 8.48 万 ～
12.38万元。

外观上，新宝骏RM-5和
RC-6采用“星际几何”设计理
念，将现代与经典、理性与感
性、纯粹与多元的冲突融合。
新宝骏车联网首创“手机即车
机”理念，手机可以当做车钥
匙，摇一摇解锁，一键启动；采
用AI人工智能语音交互科技，
识别语音输入与控制、响应速
度比传统车机快20倍，给用户

提供更迅捷的服务。
新宝骏RM-5兼具SUV

通过性与MPV功能性，内部
空间灵活，有5/6/7座三种座
椅布局。其中6座布局还提
供了一套亲子方案——位于
右侧的座椅可向左侧移动
110mm，更方便照顾孩子。
RC-6完美地将轿车舒适度和
SUV高通过性融合，198mm
的空载离地间隙，面对多数路
况都毫无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新宝骏产
品目前配备了博世L2级智能
驾驶辅助系统。

10月1日晚，长城炮越
野皮卡在阿拉善发布，用实
力致敬越野精神、PK精神，
志在开辟中式越野皮卡文化
新时代，让皮卡流行起来。
长城炮还带来了一款越野皮
卡的改装版本，并将征战本
届阿拉善英雄会的T3挑战
赛。

从外观看，长城炮越野

皮卡采用了和乘用皮卡同样
的车标，粗犷的“冠军腰带”
造型前脸、LED熏黑大灯、铁
质保险杠、铁质梁侧踏板、18
英寸全地形轮胎，尤其是位
于牌照框下方的前绞盘和车
头右侧的涉水喉＋集沙杯，
为整车塑造了浓厚的越野气
息。

长城炮越野皮卡标配前

中后三把差速锁、坦克掉头、
蠕行模式，使得整车脱困性
能强悍。动力方面，长城炮
越野皮卡搭载 2.0T汽油国
六发动机，匹配来自采埃孚
的8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并
提供7种全地形驾驶模式。
长城炮越野皮卡具备L2级
别自动驾驶系统，博世最新
一代 9.3 版本 ESP、ACC 自
适应巡航、AEB主动刹车、
车道偏离、并线辅助、车道保
持、半自动泊车等均有搭载。

发布会现场，长城还带
来了一款越野皮卡的改装
版本，搭载专业越野减震
器、防脱圈轮辋、拓展尾门
龙门架等，可实现双油箱、
双备胎安装，货厢专用储物
盒用于猴爬杆、工兵铲、防
滑块、拖车钩、气压表、灭火
器、充气泵等沙漠越野装备
的存放。

6.99万元起价上市——

东南DX5：有颜有质更舒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次世代MAZDA 3昂克赛拉正式上市
售价11.59万～16.89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解元利

比亚迪e2
河南18城同步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新宝骏RM-5 /RC-6
亮相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长城炮越野皮卡亮相阿拉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国潮来袭 风神奕炫燃爆洛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