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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基于MFA2
平台打造的全新梅赛德斯-奔
驰GLB SUV正式上市。先
期上市三款车型，售价为
31.48万～35.48万元。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与市场营
销首席运营官段建军表示：“全
新GLB SUV是同级细分市
场中首款新生代‘5+2’座豪华

SUV，也是该级别中唯一提供
7座选择的车型。它传承G级
越野车经典的硬核设计基因，
方正硬朗的造型大开大合，气
场十足；它拥有领先同级的
2829毫米超长轴距，大包大揽
的灵活宽敞空间Carry全场，
满足新生代对个人、社交与家
庭生活的各种需求；它以大智
大勇的智能互联、动力与安全

科技，助力新生代向更广阔的
未知天地不断进发。就是这
么大才大用！”

全 新 GLB SUV 酷 似
G-class的方盒子造型，车身
线条平直锐利，整体造型方
正硬朗。前卫的内饰设计、
出色的豪华品质和多项超越
同级的舒适配置，体现了豪
华水准。“2+3+2”的7座版在
同级中独一无二，第三排座
椅还支持50/50比例分割放
倒，这使得车内的使用空间
变得更加灵活多变。

在动力方面，全新GLB
SUV配备强劲高效的1.3升四
缸涡轮增压发动机，结合7速
双离合器变速箱，保证强劲动
力的同时实现更环保的能耗。

在今年车市的寒冬中，
捷途汽车一路逆势走强，今
年前 11个月实现 11.8 万余
辆的销量。11月28日，捷途
汽车又一全新力作——“旅
行头等舱SUV”X95正式上
市，提供1.5T和1.6T两种动
力选择，售价9.99万～15.09
万元。并推出了多种购车权

益，终身三免礼：整车质保、
基础保养、基础流量；超级金
融礼：36期0利息0利率或
最长5年超低月供；超级置
换礼：不限品牌，至高20000
元置换补贴；无限畅听礼：5
年娱乐流量无限畅听。

捷途X95延续捷途家族
式设计，整体造型硬朗大气。

超大车身及2855mm的越级
轴距，都为捷途X95带来同级
领先的超大空间。5/6/5+2座
可选座椅组合，为用户带来了
便捷、丰富的空间选择。

捷途X95搭载的数字座
舱集合了车载WIFI、智能云语
音互动、手机无线充电、交通标
志智能识别、辅助驾驶等各项
前瞻科技配置，其中AI语音交
互能够实现全语音操作。而雄
狮Lion智驾系统更提供了后
车盲点车辆识别警示系统
(BSD)、变道辅助(LCA)、后方
交叉碰撞预警(RCTA)、开门预
警(DOW)、前车雷达监测防碰
撞预警系统(FCW)、防疲劳车
道偏离预警系统(LDW)等，全
方位为出行过程保驾护航。

在经历了DX7单月销量
8000多台，又经历了DX3单月
销量1.3万台，作为东南DX系
列的第三款车型，DX5定位在
DX7 和 DX3 之间，也将东南
DX产品矩阵丰富起来。11月
27日，记者在青岛全方位深度
试驾东南DX5，通过海滨路段、
隧道、城市道路等多种路况，感
受到这不仅仅是一款6万元级
的SUV，更是一款便捷的家用
汽车。

不论颜值还是空间都能满
足年轻人的需求。东南DX5

“飞行舱”式内饰设计匠心独
具，大气沉稳中处处透出奢华
隽雅。得益于其领先同级的车

身尺寸（长宽高 4406mm、
1840mm、1680mm，轴 距
2615mm），第二排位置坐起
来腿部伸缩自如，满足家庭
乘坐需求。

东南DX5搭载三菱全铝
涡轮增压发动机，高效强劲，
搭配比利时PUNCH第三代
8速CVT自动变速器，反应
敏捷，只需轻踩油门即可获取
强劲动力，这一点对于家庭用
车来说极为重要，家庭用车平
时基本以满载为主，动力的强
劲决定了家庭购车的选择。
试驾途中，经过上坡、减速带、
坑洼处也无任何生硬感，保障
了乘坐的舒适性。

11月29日，长安欧尚X7
上市发布会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举行。新车共推出6个版
本，售价 7.77 万～11.77 万
元。除了亲民的价格外，用户
还可享有“2项无忧”“5大免
费”“8重豪礼”等，其中不设期
限、不设次数、不限里程、全国
联保的终身免费基础保养和
终身免费真质保无疑最具诱
惑力，可见长安欧尚X7对客
户群体的最大诚意。

现场，长安欧尚请来了在
日本、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地
的设计团队亲临现场，为大家
讲述欧尚X7的诞生故事。外
观方面，欧尚X7采用了长安
欧尚最新的家族设计理念，多
边形样式的前格栅面积很大，
结合内部类似鹰翼样式的造
型进行点缀，视觉效果进一步
凸显。长安欧尚 X7 具备

2780mm超长轴距，带来同级
最优的座舱空间，第一排到第
二排乘坐距离更宽大，二排膝
部空间可达140mm，远超同
级别其他车型，身材高大的男
性成年乘客乘坐仍有大量富
余空间。

长安欧尚 X7 搭载 1.5T
GDI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31kW，最大扭矩265N·m，
采用350bar高压缸内直喷系
统，带来更高的燃烧效率和循
环热效率；全新的发动机换气
系统，可以降低缸内残余废气
系数，充气效率提升5%,最低
综合工况油耗7.4L。智能方
面，长安欧尚X7还搭载了人
脸识别系统，可在车辆熄火、
闭锁状态下直接按住门把手，
车辆通过红外线摄像头扫描
人脸，经过核对确定为授权用
户即可直接开锁激活。

11 月 30 日 ，“WILL
IS BEAUTIFUL 美 在 本
色”广汽本田首款中级SUV
皓影（BREEZE）全球首发盛
典在上海黄浦江畔的一滴水
国际邮轮码头举行。皓影推
出搭载两款动力的三个系列
共十一款车型，官方售价
16.98万～25.28万元。购买
新车还可享受整车“三年或
十万公里”及动力电池“十年

或二十万公里”的双重高标
准保修政策。凡2020年1月
31 日 ( 含) 前 购 买 皓 影
（BREEZE）的用户可享受3
年6次（含首保）免费基础保
养的“保养无忧礼”。

沿袭Honda家族最新设
计元素，皓影以去除冗余的减
法美学设计实现了SHARP
（锐利鲜明）和 ELEGANT
（优雅考究）的设计美学。以

“光和影”为灵感，以STRIK-
ING 和 SMART（引人注目
和智能）为开发设计理念，展
现出先进智能、令人印象深刻
的风格形象。除汽油版、混动
版外，皓影还推出更为高端、
更为个性的 BLACK EDI-
TION幻夜系列，个性更独特，
风格感更强。

皓影搭载两款Honda王
牌动力，拥有SPORT HY-
BRID第三代 i-MMD双电
机 混 动 系 统 以 及 SPORT
TURBO涡轮增压发动机两
种动力选择，在节能之余，还
带给中国新一代年轻人非同
一般的驾驭体验。还汇聚
Honda 首次搭载的 Honda
CONNECT 2.0智导互联系
统、广汽本田首次搭载的脚
踢式电动尾门等先进智能配
置，为新一代消费者提供高
价值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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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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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家庭用车优选

深度试驾东南DX5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欧尚X7上市
售价7.77万元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广汽本田首款中级SUV——

皓影首发绽放“本色之美”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