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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广汽丰田首
款 TNGA 双擎混动 SUV 威
兰达（WILDLANDER）在广
州车展上全球首发亮相。作
为 丰 田 全 新 开 发 的 中 型
SUV，威兰达延续汉兰达高
品质基因，包括卓越的制造
品质和尊贵安心的服务体验
在内的广汽丰田品牌共通价
值，形成覆盖主流SUV细分
市场的“兰达兄弟”系列，强
力开拓主流SUV市场。

定位于“TNGA领势新驱

动 SUV”的威兰达基于TN-
GA-K高端平台开发，沿袭了
TNGA 车型惯有的低重心、
宽车体、高刚性设计，拥有强
大的行驶性能。威兰达搭载
两种 TNGA 动力总成、三大
全新四驱系统。动力系统包
括首次搭载到SUV的2.5L双
擎混合动力，采用热效率达到
41%的TNGA 2.5L Dynam-
ic Force 发动机以及最新
THS Ⅱ混合动力系统，综合
工况百公里油耗低至4.6L，续

航里程可轻松超越 1000公
里 ；此 外 还 搭 载 TNGA
2.0L Dynamic Force 发动
机，匹配 Direct Shift 模拟
10 速 CVT 变 速 箱
（WCVT）。

作为一款追求具有强健
行驶性能的SUV，威兰达搭
载了三种全新四驱系统。高
速过弯时支撑性强、侧倾小；
底盘坚固耐冲击，应对恶劣
路况行驶，实现人车合一的
精准操控。

11月22日，广州车展上，
江淮汽车联合新华社共同启
动了“嘉悦A5超级之旅探界
全球季”活动，将与粉丝们一
起跨出国门，跨越“一带一
路”，见证中国力量的全球崛
起。全面升级后的瑞风 S7
PRO也以崭新形象完成首次
亮相。

当天的广州车展媒体日

上，江淮汽车延续与粉丝互动
的“超级之旅”主题系列活动，
启动了“嘉悦A5超级之旅之
探界全球季”。“嘉悦A5超级
之旅”以“探界全球”为主题，
将在未来一年带领粉丝跨出
国门，去感受更大的世界，品
尝丰盛的异域美食，领略热
情、多彩、浪漫的跨国风情，还
将与粉丝一起去探访江淮的

国际设计中心和布局全球的
先进世界工厂。

瑞风 S7 PRO全系标配
TESS爆胎应急安全系统，从
应急安全、智能安全和结构安
全，实现全方位的用车安全防
护。在智能方面，瑞风 S7
PRO升级为“10.25英寸高清
液晶中控屏+12.3英寸液晶仪
表”的“双液晶屏组合”。

11月 22日，长安福特
加速计划的首款战略级产
品——全新福特锐际Es-
cape 在广州车展正式亮
相。新车预计12月19日在
杭州上市，主攻二十万元级
中型SUV高端市场。

外观方面，全新福特锐
际Escape以“水滴型流动
曲面张力”为创意点，进行
了中国化的设计，采用低
倾 A 柱与溜背式车身设
计，同时八边形进气格栅
采用了纯黑与镀铬相间的
星穹式设计，前格栅上沿
镀铬饰条与左右倒钩形
LED 日行灯融会贯通，将
时尚精致与灯光科技融
合；车尾则采用三维式立
体大尾灯设计，拉宽左右
水平视觉，多层次的雕塑

型面，融入水滴形态比例的
尾部设计，增强了整体外观
的体量感。

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搭
载福特与百度联合开发的
SYNC+智行信息娱乐系统
以适应中国的语言习惯，可
以支持多达70种模糊语义
识别，实现更好的语音控制
车载互联功能。同时，在原
有AI功能基础之上，全新福
特锐际Escape提供丰富的
娱乐和应用服务生态，包括
爱奇艺APP等。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第
四代 2.0 升 EcoBoost 双涡
流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
率 248 马力，峰值扭矩 393
牛·米，匹配新一代8AT变速
箱，动力输出持续强劲，百公
里加速为7.5 秒。

11月22日，广州车展上，
基于奇瑞汽车全新设计理念
打造的全新SUV量产概念车
迎来全球首秀。由奇瑞汽车
旗下热销的全新一代瑞虎8
和艾瑞泽GX领衔两大车系
产品，共计8款车型10辆整
车悉数亮相。

本届车展奇瑞汽车还带
来了三款最新的技术动力总
成，包括CVT25无级变速器、
DHT混合动力变速器以及近
期刚刚凭借优秀的综合性能
表现获得“中国心”2019年度
十佳发动机称号的奇瑞第三
代 ACTECO 1.6TGDI 缸内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本次首发亮相的全新
SUV量产概念车代表了奇瑞

汽车Life in Motion 3.0全
新设计理念的进化。该款以

“峰格设计”理念打造的量产
概念车，不仅融合东西方文化
精髓，更紧贴全球化未来设计
格调，诠释奇瑞汽车下一代产
品“自然、简约、和谐、共鸣”的
全新设计基因。

此外，奇瑞汽车动力总成
技术中心总监古春山透露了
奇瑞汽车在动总方面的发展
规划。未来，奇瑞汽车还将推
出 1.5T+弱混 48V、新一代
2.0TGDI 发动机和混动版
1.5TGDI+混动专用变速箱
DHT三大动力选择，并与目
前1.6TGDI发动机形成高低
搭配，为市场提供更全面的动
力组合。

11 月 22 日，广州车展
上 ，广 汽 Acura CDX
A-SPEC 概念版全球首发
亮 相 。 本 届 车 展 ，广 汽
Acura 以“Make Differ-
ent 世界因我不同”为主题，
用极致先锋座驾打造“异行”
盛宴，与那些内心笃定、坚持
自我，敢于发掘新价值、勇于
打破常规的异行者，共同见
证“异行”之潮。

首 度 亮 相 的 CDX
A-SPEC概念版专为渴望驾
驭激情者而生，在完美承袭
Acura 强大运动基因的同
时，也融入了A-SPEC专属
设计元素，极大增加了外观
的冲击力和运动感，赋予了

CDX 全新的生命力。从
RDX A-SPEC 概念版到
CDX A-SPEC概念版，广
汽Acura 通过不断推出个
性十足、充满Acura运动基
因的产品，旨在与中国消费
者建立更多维的情感共鸣，
满足年轻一代精英群体对于
个性和运动豪华的需求，实
现对中国市场更深层次的开
拓。值得一提的是，广汽
Acura创新体验式营销，让
技术不再冰冷，与消费者沟
通开启了全新通道。今年广
汽Acura 整体销量比去年
增长了70%以上，领跑市场
大盘，实现销量与品牌双提
升。

11月22日，东风启辰在
广州车展上揭幕了 A+级
SUV头等舱——启辰星，并
发布全新智能化造车体系
——VSA智能模块架构。

VSA智能模块架构是东
风启辰集全球智慧、为中国消
费者专属打造的智能化造车
体系。该架构集灵活性与前
瞻性两大特点于一身，涵盖

VSA-L（中 大 型 平 台）、
VSA-C（紧 凑 型 平 台）、
VSA-E（电动车平台）三大平
台矩阵，以智能模块化平台解
决方案，带来智能化、高效能、
操控性、舒适性和安全性五大
全新造车特性。

作为VSA智能模块架构下
诞生的首款车型，启辰星融入品
牌全新“混元美学”设计理念，定

位为“A+级SUV头等舱”，集
全球智慧，为中国消费者用心
打造四大核心卖点，它拥有48
项技术亮点，以VIP48作为核
心产品标签。是东风启辰面向
2020年代汽车消费需求，结合
联盟技术支撑和对中国车市的
深度理解，及九年经验积累所
打造的一款全新战略车型，并
将于2020年一季度上市。

广汽丰田威兰达全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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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辰星：打造A+级SUV头等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11月 20日，在品牌三周
年之夜上，WEY发布了“双超
质保”品牌服务升级计划：
WEY品牌全系燃油车型的整
车质保将由3年10万公里，延
长为行业领先的5年15万公
里。而针对燃油车型的首任车

主，均可享受发动机、变速器的
终身免费保修服务。与此同
时，WEY开启了更大的野心：
2020年全面开启全球化战略，
从中国走向世界。

以2020年品牌全球化战
略为起点，WEY宣告2021年

将进入欧洲市场，2023年跻
身汇聚世界豪华品牌的北美
市场，并在此之后向全球其他
市场拓展，在全球高势能市场
中与最强对手同台竞技；到
2025年，WEY将成为全球领
先的智能豪华品牌，年销挑战
30万辆，完成从源自中国到代
表中国的重大突破。

“在2021年将L3级的自
动驾驶量产，‘解放你的双
手’。2022年，我们将领先实
现L4级的商品化。”长城汽车
董事长魏建军表示，到2021
年，WEY 旗下所有车型均将
提供电动化选项；到2022年，
WEY品牌将推出首款燃料电
池车型。在新能源赛道上，
WEY品牌将直面竞争，致力
于实现对传统国际豪华品牌
的挑战。

3年30万客户信赖

WEY开启迈向世界的“野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