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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新车AⅠ·18

10月29日，新宝骏旗
下第四款车型新宝骏RS-3
在石家庄上市，售价为7.18
万～8.98万元。同时，会上
还发布了迭代升级的新宝
骏 车 联 网 ，其 还 将 在
RC-6、RM-5 上 同 步 推
送。

新宝骏 RS-3 搭载了
新宝骏车联网，在实际应用
场景中，实现了隔空互联技
术，手机与汽车的互联只需
万分之一秒；吃喝玩乐位置
的分享与导航，从十步减少
到一步；霸屏抢红包，让错
过微信红包的可能几乎为
零；迄今为止业界第一次，
你的爱车可以即时发送位
置信息；第一次将微信语音
功能装入车内的智能网联
座驾；导航、看电影、打游
戏、买东西，手机里的APP
车里通通有；精准到分钟的

空调预约开启功能，健忘症
和强迫症患者的福音；驾驶
习惯云服务上线，个人驾驶
习惯信息可在任意新宝骏
车辆间无缝切换；更有多达
100多项黑科技及功能优
化升级。

在领先的智能驾驶科
技方面，新宝骏对安全驾驶
与愉悦驾驶的思考做到了
极致，采用了世界一流的硬
件、世界一流自动驾驶辅助
系统以及世界一流的数据
调校，以“视听智能融合”解
决方案将智能汽车的探测
能力提升了5倍，配备的博
世毫米波雷达，探索距离延
伸至160米，探测角度扩大
至90度，更有顶级的博世
高解析度光学摄像头，探测
距离达到了120米，汇聚前
沿科技赋能16大智能出行
场景。

10月 27日，吉利博越
PRO在郑州上市。新车贴
合消费者用车需求，不仅外
观上更加潮流新生，在驾乘
体验上更是满足了用户的
轻松体验感。

博越 PRO配备 1.8TD
动力及全新 1.5TD的动力
总成，将动力输出与油耗经
济性完美匹配。NAPPA高
级 真 皮 座 椅、顶 级 豪 华
BOSE音响、负离子空气净
化系统等，满足轻松愉悦出
行方式。

博越PRO配备有最开

放的车机底层架构，能够自
我迭代和进化，支持用户深
度自定义，实现“对话级别”
AI 语音交互。融合打通
BAT、小米、京东等互联网
生态，实现一个 ID打通娱
乐、社交、智能家居、地图导
航等用车全场景。

博越PRO不仅搭载了
行业领先的L2级智能驾驶
系统，同时还配备了智能生
态 净 化 舱 ，通 过 AQS、
PM2.5+负离子空气净化等
系统在车内营造出居家一
般的舒适感。

10 月 24 日，继乘用皮
卡、越野皮卡之后，长城炮打
响了第三炮——商用皮卡正
式在开封上市，新车共17个
版本，售价为9.78万～12.88
万元。当天，记者还对这款
新一代智能商用大皮卡进行
了试驾，体验了其宜商宜家
的非凡之处。

长城炮商用皮卡采用黑

色蜂窝状进气格栅、星云式科
技中网，造型时尚前卫。可提
供长货箱/标准货箱两种车型，
轴 距 分 别 为 3470mm 和
3230mm，车身长宽高为5602
（5362）mm × 1883mm ×
1884mm。此外，该车拥有同
级最深货箱，具有超强的装载
力和无限改装的潜能。

新车内饰大范围采用软

质材料包覆，配备9英寸触控
大屏可实现语音控制、车机手
机互联等功能。全系标配最
新一代博世9.3版本ESP、无
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定速巡
航、胎压监测、倒车影像等先
进配置。

新车搭载 2.0T柴、汽油
两款发动机，均可满足国六B
排放标准。匹配采埃孚8挡
手自一体变速器，可提供标
准、经济、运动三种驾驶模式，
加上后桥差速锁、四驱车型所
搭载的伊顿电子差速锁，以及
最小离地间隙227mm、接近
角 29° 、离 去 角 25° 、
500mm涉水深度等，使得该
车拥有较强的脱困能力，可满
足用户在各种路况下的需求。

新车配备的博世最新一
代9.3版本ESP，集成了刹车
辅助、牵引力控制、上坡辅助
等功能，同时搭载倒车影像、
右前盲区监测、胎压监测等
配置，最大限度防范意外发
生。

10月27日晚，广汽本田
首款纯电动 SUV——VE-1
在郑州上市，3个版本补贴后
售价15.98万～17.98万元（双
色版需另加2000元）。发布
会现场洋溢着年轻的色彩，现
场嘉宾在享受与玩乐中体会
广汽本田VE-1的独特内涵。

VE-1在成熟的工艺品质

和电池保护技术加持下，最大
限度确保车辆的安全性。在
驾乘方面，广汽本田不仅在车
辆空间上做了巨大创新，而且
在车辆动力系统上更带给驾
乘人极具驾驶感的享受。永
磁同步电机、EV车动力系统、
多种驾驶模式……这些完全
继承了广汽本田在驾驶方面

的优良基因，又为VE-1的驾
驶者带来更加出众的驾驶乐
趣。

广汽本田在服务方面也
毫不吝啬：购车即享整车3年
或10万公里、核心三电部件8
年或15万公里及8年15万公
里内电池衰减到80%以下进
行免费保修的政策。

10 月 25 日 晚 ，全 新
RAV4荣放在西双版纳宣布
上市，8款车型售价17.48万
～25.88万元。

RAV4自诞生至今，已拥
有全球用户900万，是销量最
大的城市SUV。一汽丰田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青
久表示：“全新RAV4荣放是
一辆兼容并蓄的全能之车，以

全面越级的硬核实力，满足人
们对城市、越野、功能性的多
方面升级需求。”

简洁有力的棱角元素，大
尺寸轮毂精劲有力，加以富有
层次感的双拼色搭配，全新
RAV4 荣 放 硬 朗 有 型 。
2690mm超长轴距，580L 超
大后备厢，空间宽敞。搭载全
新的TNGA 2.0L发动机，最

高热效率达到了 40%，搭配
Direct Shift-CVT 变速箱，
起步更迅猛、加速更平顺。
TNGA 2.5L双擎混合动力系
统，集小型、轻量、高效率化技
术于一身，1箱油可连续行驶
1000公里。

全新RAV4荣放为用户
提供了三种四驱系统。动态
扭矩控制系统优化升级，大幅
提升操控性、稳定性、越野性
能。动态扭矩矢量控制系统，
实现同级别车型难以效仿的
后桥扭矩独立分配，多地形模
式针对在砂石、泥地等路况实
现更强的越野性能。

在 安 全 性 能 上 ，全 新
RAV4荣放全系标配新一代
Toyota Safety Sense 智 行
安全，集 PCS预碰撞安全系
统、DRCC动态雷达巡航控制
系统、LTA车道循迹辅助系
统、AHB自动调节远光灯系
统于一体，降低事故发生几
率，让行车更安全。

17.48万元起价——

全新RAV4荣放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吉利博越PRO
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9.78万元起售

长城炮商用皮卡诚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广汽本田VE-1郑州区域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售价7.18万～8.98万元

新宝骏RS-3正式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