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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晚，广汽本田
旗下首款纯电动 SUV车型
—— VE-1 在上海宣布上
市，3款车型补贴后售价为
15.98万～17.98万元，并推出
整车“3年或10万公里、核心
三电部件8年或15万公里；8
年或15万公里内电池衰减到
80%以下进行免费保修”的保
修政策，全系赠送充电桩。

VE-1基于广汽本田成

熟SUV平台打造，动感时尚
造型呈现强劲有力的未来感
和运动感。充满张力的前脸
造型拥有蓝色饰条装饰，车身
左右两侧搭配EV专属标识。
VE-1提供瑞丽红、天空蓝、
塔夫绸白、玫瑰黑4种基础车
色，并对玫瑰黑以外三种车色
提供黑顶的双色版本选择。

VE-1 首次导入本田
SPORT EV技术，动力系统

由高效率永磁同步电机、大
容量电池包、高集成化配电
系统组成，可实现电机最大
功 率 120kW，最 大 扭 矩
280N·m。VE-1 NEDC综
合 工 况 续 航 里 程 可 达
401km，0-50km/h 加速低
于4秒。VE-1提供N（舒适
模式）、S（运动模式）、B+N
（强回收模式+舒适）、B+S
（强回收模式+运动）四种驾
驶模式，让驾控充满乐趣。

VE-1采用了提高刚性
的ACE高级兼容性车身结
构，配备VSA车辆稳定性控
制系统、BOS刹车优先系统、
HAS 斜坡启动辅助系统、
AVAS 低速行人提示音系
统、ESS紧急刹车警示系统
等。此外，VE-1三电系统
在浸水、涉水测试强度上也
高于国家标准，且通过17项
严苛电池安全测试，安全品
质高。

10月21日，广汽丰田宣
布YARiS L家族全新成员
致炫X 正式上市，售价8.98
万～10.38万元。

从 2008 年在广汽丰田
投产，截至目前YARiS L家
族累计销量已超过58万台。
今年1～9月，YARiS L家族
致炫、致享销量共计 85808
台，同比增长20%。为了更
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广汽丰
田推出更高质感、更运动化
的YARiS L致炫X。

致炫X在外观造型方面
迎合年轻群体喜好进行大胆
革新，全面提升“硬朗型动
感”。 整车尺寸相比致炫在
宽度及高度上有近20mm的

提 升 ，
同 时 整
车外观偏
向 SUV
化。内饰则全面
提升了座舱先进质感，
换挡杆与方向盘包裹材质使
用高级合成材料，营造舒适
触感。新增8英寸高清悬浮
式屏幕，显示内容与按键整
合在一块面板之上，该屏幕
还配有倒车影像功能，并集
合百度 CarLife、WELINK、
蓝牙等多种手机连接方式。

致 炫 X 在 充 分 继 承
YARiS L家族的安全优势基
础上，新增TPMS胎压监测、
倒车雷达系统以及倒车影像

三 大
实 用 科 技

装配。同时，致炫X
全系搭载VSC车身稳定系
统、HAC 坡道起步辅助系
统、TRC牵引力控制系统等
主动安全配置。

致炫 X 所搭载的 1.5L
NR系列发动机具有“三高”特
点，即高压缩比、高匹配性活
塞、高功率输出性能，搭配全
新的S-CVT超智能无级变速
器，实现更人性化的操控与出
色的燃油经济性，百公里综合
工况油耗仅为5.2L左右。

10月20日，“风范 凯迪
拉克品牌之夜”在北京凯迪拉
克中心举行，其中新美式格调
轿车凯迪拉克CT5成为当晚
的主角。凯迪拉克CT5起步
售价30万元以内，搭载20项
高价值标准配置，并于年内交
付。发布会现场，凯迪拉克品
牌宣布，亚洲唱作天王林俊杰
成为CT5代言人。全新后驱
轿车凯迪拉克 CT4 同台亮
相，新车将于明年上市，与
CT5、CT6一起构成“新美式
豪华后驱轿车家族”。

基于全新一代轻量化豪
华后驱平台打造，凯迪拉克
CT5以50∶50完美车身比例
带来傲视同级的4924mm×

1883mm×1453mm车身尺
寸。凭借对 ESCALA 概念
车前瞻设计语言的创新演
绎，CT5的惊艳造型设计堪
称凯迪拉克全新轿车设计的
风向标。凯迪拉克CT5首次
采用10英寸悬浮式中央触摸
高清显示屏，角度经过精密
计算后向驾驶者微微倾斜。
前排座椅12向电动调节兼具
加热、通风和同级独有的腰
部按摩功能；更有环绕式
LED氛围灯、Bose Perfor-

mance至臻系列音响系统、
Bose ANC主动降噪技术等
多项豪华配置强化格调座舱
氛围。凯迪拉克CT5采用行
业领先的 Smart Propul-
sion智驱科技，搭载第八代
Ecotec 发 动 机 —— 全 新
2.0T可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与全新10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的黄金动力组合，能够爆发
最大功率177千瓦，峰值扭矩
350牛·米的澎湃动力，百公
里加速仅需7.3秒。

10月17日，广汽新能源
在上海中国船舶馆以一场深
度互动体验发布会正式宣告
全新旗舰车型Aion LX上
市，同时拉开了Aion LX七
城巡回上市活动的序幕。5
款Aion LX车型的售价为
24.96万～34.96万元（补贴
后售价）。豪华智能超跑
SUV Aion LX 的正式上
市，是广汽集团在智联新能
源汽车领域发展的又一里程
碑，它实现了续航里程、智能
科技、极致性能的全面领先，
尤其是百公里3.9秒的加速
性能，堪比超跑。

Aion LX作为首次将
纯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提至
前所未有的650km的新能

源汽车，将彻底消除用户的
里程焦虑；拥有L3自动驾驶
辅助功能的ADiGO 3.0智
驾互联生态系统在无人自
动泊车及0-120km/h的广
阔速度范围内，均提供了领
先且丰富的智能驾驶辅助
功能，提升整体汽车生活品
质。Nappa真皮座椅及方
向盘、麂皮全车顶棚、168°
弯折角全贴合双12.3英寸
冷弯一体屏、阿尔派10扬声
器环绕专业音响、后排电动
脚托和法国香氛系统……
Aion LX在触觉、视觉、听
觉与嗅觉等全方位均可媲
美百万级豪车，在2920mm
轴距创造的越级空间中，体
味“先人一步的科技享受”。

10月17日，MG名爵旗
下的全新一代名爵ZS在南
京正式上市。知名作家韩
寒、利物浦传奇球星弗拉基
米尔·斯米切尔和人气摇滚
乐队Gala、《乐队的夏天》最
火选手面孔和盘尼西林、冠
军嘻哈歌手杨和苏现场助
阵。新车共推出7款车型，
扣除4000元购置税补贴后，
实际支付价 7.58 万～10.88
万元。

全新一代名爵ZS搭载
升功率 125马力的 260TGI
发动机，最大功率163马力，
最大扭矩 230 牛·米，实测
8.51秒破百、36.9米刹停，曾
在195米航母甲板上完成时
速百公里加减速的极限挑
战，实力匹配信仰速度的年
轻人。此外，新车还配备爱
信最新一代6AT变速箱，平
顺性领先同级。

值得一提的是，全新
一代名爵 ZS 秉承百年名
爵Safety Fast理念，不但
有超高强度钢结构笼式车
身、6安全气囊，还搭载博
世L2+自动驾驶系统，是9
万级首款采用该技术的高
端小型SUV。该系统集成
带骑行人保护的自动紧急
制动AEB-Cyclist等驾驶
员辅助，以及TJA交通拥
堵辅助和ICA集成式巡航
辅助等功能，符合385种复
杂路况规格，可在多场景
下帮助车主减少隐患，提
升驾驶乐趣。新车搭载的
上汽阿里最新的斑马智行
3.0系统，承包年轻人出行
的吃喝玩乐。该系统拥有
远程控制、中英文混合语
音控制、智慧加油、智慧停
车等功能，全面覆盖出行
服务生态。

起价15.98万元——

广汽本田VE-1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YARiS L家族新成员——

致炫X全新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凯迪拉克CT5惊艳预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百公里加速3.9秒

Aion LX全新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全新一代名爵ZS
正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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