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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5日，记者受邀到
烟台参加了别克全新威朗的试
驾，并走进上汽通用汽车（东
岳）动力总成制造基地，参观了
全新CVT智能无级变速箱的
生产制造。

全新威朗经过重新设计的
前脸、中网以及车尾的造型都
采用了别克最新家族化设计语

言，配合动感优雅的车侧形
态、快背式车顶、一体式尾翼
和镀铬双排气管，运动而蓄势
待发的力量感呼之欲出。全
系标配自动感应LED大灯，同
时配备有自适应远近光功能。

全新威朗内饰传承360度
环抱一体式经典设计。座舱布
局以驾驶者为中心，中控搭载8

英寸显示屏，支持OTA升级、
Super ID超级账号及Apple
CarPlay和百度CarLife手机映
射等车联功能。每年100G终
身免费流量，支持7台设备连接
的4G LTE+WiFi热点功能。

新车全面换装通用汽车第
八代 Ecotec 1.3T/1.0T 直喷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全新
CVT 智能无级变速箱/6 速
DSS智能变速箱，在动力性能、
换挡平顺性、节能环保及可靠
性方面展现出明显优势。

高速道路上，全新威朗在加
速过程中动力随叫随到，发动机
响应速度十分直接，车身稳定控
制系统也会适时放宽介入速
度。此外，车辆有很好的静谧
性，车速在120km/h，依旧可以
和同行的小伙伴轻松交谈。

10月26日，福特中国
举办的“飘移传奇”福特
Mustang Day在郑州激情
开幕，车迷粉丝在颇具现代
与经典风格的美式率性乐
园、先锋秀场等区域，切身
体会福特Mustang所代表
的率真自由、追逐快乐的美
式先锋精神。

活动当天，车迷粉丝不
仅可以观看专业车手的精
彩飘移表演，更设有专业
的飘移课堂，在专业车手
的指导下，毫无飘移经验
的车迷也能驾驶Mustang
肆意享受，尽情体验其热

血性能。
1964 年问世的福特

Mustang是美式肌肉车的
传奇代表。第六代Mus-
tang 完美继承了第一代
Mustang长车头、低车顶、
短车尾的运动姿态及鲨鱼
嘴凶狠前脸、三条柱状尾灯
等经典设计造型。大排量
V8 发动机除了充沛动力
外，还有极具诱惑力的声
浪。新福特Mustang也是
福 特 史 上 性 能 最 强 的
Mustang，在车辆的操控
和动态性能方面都为同级
车型树立了全新的标杆。

梅赛德斯-奔驰EQ品牌
旗下首款车型——全新EQC
纯电SUV已于9月开放预订，
并将于11月正式交付中国客
户。作为梅赛德斯-奔驰电动
化后的首款车辆，EQC被寄予
厚望。日前，记者抢先感受了
全新EQC的电动豪华出行体
验。

作为一款纯电SUV，EQC
的起步更为直接，百公里加速
时间仅为5.1秒。EQC配备独

立研发的电力传动系统，前后
轴各有一台紧凑型电机，合计
输出功率达300千瓦，峰值扭
矩730牛·米。配备的智能全
时四轮驱动，让其无论行驶在
城市道路、高速公路还是郊外
路段上，都能够惬意自如。4
种驾驶模式+3种能量回收模
式，提供了多样化的驾驶体验，
带来了更接近燃油车的驾驶感
受。

除试驾外，本次活动从多

个维度让参与者感受到全新
EQC的电动豪华出行体验，以
及梅赛德斯-奔驰对于未来出
行的战略布局和美好愿景。在

“新零售”理念的代表 Mer-
cedes me Store北京三里屯
体验店中，“看得见的豪华”主
题沙龙展示了全新EQC的先
锋豪华之美和针对电动车量身
打造的智能人机交互体验；“看
不见的豪华”主题沙龙则揭示
了其全面周到的主被动安全保
障、纯正奔驰感受的电动驾驶
乐趣和舒适静谧的驾乘体验。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记者深
入体验了“奔驰充电星驿站”等
梅赛德斯-奔驰为电动出行客
户打造的五“星”充电服务。而
在代表未来新“智慧城市”的雄
安新区，记者则探究了实现智
慧出行未来的“千年大计”。

10月23日～25日，记者
一行驾乘着全球首款量产智能
座舱荣威RX5 MAX，在郑州
感受智能出行的魅力。该车一
上市就赢得消费者青睐，华中
区订单首月就突破2000台。

荣威RX5 MAX对家族
设计语言律动设计进行全新
演绎，打造极致硬朗姿态；悬
浮鲸翼格栅带来更宽的体量，
形态硬朗有力；时空穿梭双腰

线设计层次丰富，营造出蓄势
待发的姿态。车身长宽高分
别 为 4647mm、1891mm、
1725mm，轴距为 2760mm，
后排膝部空间达 128mm，即
使一米九的大高个也能在后
排轻松跷起二郎腿。

荣 威 RX5 MAX
400TGI车型搭载上汽“蓝芯”
2.0TGI高功率发动机，集成了
缸内中置直喷、DVVT、智能

热管理等一系列技术措施，满
足国六排放标准，搭配6速湿
式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
170kW，最大扭矩 370N·m，
实测百公里加速仅8.4秒。

荣威RX5 MAX拥有超
高强度钢结构笼式车身，配合
AI Pilot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360°全景影像等前瞻安全辅
助科技，从容应对各种突发情
况。

作为全球首款量产智能
座舱，荣威RX5 MAX实现了
交互手段、从交互到交流、从
专注驾驶员到关注全舱乘员
的三大升级，让体验者感受到
SKY EYE 天眼系统、BYOD
多用户随心控、互联网汽车智
能系统3.0-Pro、AR-Driving
实景驾驶辅助系统2.0、车信、
闪念助手等全新功能的极智
便捷和实用。

10月26日，河南源通
欧拉店“好久不见 FUNS
开嗨”——欧粉的盛宴在郑
州举行。

欧拉是长城汽车集团
旗下新能源汽车独立品牌，
自发布以来销量增长迅速，
1～8 月 累 计 销 售 新 车
30309 辆 ，其 中 欧 拉
R120866辆，成为销量增速
第一的纯电动小车。

欧拉R1由国内首个电
动车专属平台——ME平
台生产，该平台自研发之初
就确立了智能网联与自动
驾驶两大技术方向，在平台

与技术的匹配上更加完美，
率先在小车上搭载自动驾
驶技术，倾力打造全球第一
精品电动小车，更具有高颜
值、大空间、高品质、智能、
安全等特点，将电动汽车带
入靠谱的2.0时代。

河南源通欧拉总经理
王贺兵表示，河南源通店作
为欧拉新能源全国首批店，
自建店来一直蝉联华中欧
拉店销量榜首，在全国名列
前茅，九月份更获得全国销
冠的荣誉。该店坚持服务
质量至善至美的理念，用心
服务每位客户。

10月27日，奇瑞艾瑞
泽5×5足金联赛郑州站在
建业足球小镇圆满落下帷
幕。该活动旨在通过5×5
足球竞赛，加深广大足球爱
好者对艾瑞泽以及奇瑞品
牌的认知。

艾瑞泽近年来持续开
展足球赛等创新性营销活
动，通过年轻人喜欢的推广
方式，不断推进品牌年轻化
的步伐。艾瑞泽系列的每
款产品都坚持从用户的需
求出发，不断挖掘年轻人的
喜好和诉求，从设计、配置
等方面，打造更符合年轻人
审美与需求的精品车型。

艾瑞泽GX冠军版作
为系列代表车型之一，更
是在这方面达到了极高地
步。车辆新增1.5DVVT+
5MT/CVT成熟动力总成，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新增莱茵蓝车色及红灰双
色车身，体现在引擎盖拉
花、日行灯装饰条、红色尾
翼等，更符合年轻化潮流；
新增黑红内饰等个性化选
装，且中饰板造型经过优
化，科技感更浓厚。集“高
颜值”“好舒适”于一身，艾
瑞泽GX冠军版可谓是当
下年轻消费者最值得的选
择之一。

别克全新威朗：智能制造加持出天生爱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Mustang Day
飘移传奇燃爆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奔驰全新EQC：重新定义纯电豪华出行体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河南源通

举办“欧粉盛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试驾荣威RX5 MAX
全方位体验智能座舱出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奇瑞艾瑞泽

5×5足金联赛
郑州站正式收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