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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15万元以内，
自主品牌选择多

2020款哈弗F5
售价：7.98万～12.58万元
亮点：相比现款车型，新车

在车身颜色上增加了熔岩橙配
色，内饰则进行了优化，同时配
置也进行了一定升级，并搭载
车载微信系统。全系搭载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7
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江淮嘉悦X7
售价：8.98万～11.98万元
亮点：嘉悦X7是江淮乘

用车3.0时代首款中型SUV，
拥有宽松舒适的空间，智能配
置和全面安全保障也不错。搭
载1.5TGDI+6DCT/6MT动力
组合，与江淮大众共线生产。
目前，全系车型现金钜惠7000
元，实际用户优享价8.28万～
11.28万元。

吉利icon
售价：11.58万～12.88万

元
亮点：吉利 icon 是基于

BMA架构打造而来，外观高
度还原了吉利之前发布的
CONCEPT ICON 概 念 车 。
两块10.25英寸的屏幕，让雅
致的车内更添科技元素。icon
是一款搭载了1.5T三缸涡轮
增压发动机+48V轻混系统的
车型，0~100km/h的加速时间
为7.9秒。

全新一代瑞虎7
售价：7.99万～14.19万元

亮点：全新瑞虎7采用全
新家族式设计，全系标配LED
大灯。悬浮式车顶设计，外加
尾部贯穿式LED尾灯和双边
共两出镀铬排气，更加运动时
尚。内饰采用时下流行的悬浮
式中控屏，整体风格更加简洁，
12.3英寸全液晶仪表、8英寸
空调液晶触控屏、全新的平底
式方向盘等也都提升了车内的
质感。有1.5T和1.6T两种动
力版本可选。

捷达VS7
售价：10.68万～13.68万

元
亮点：捷达VS7与探岳、

途观L同样基于MQB平台打
造 ，动 力 系 统 采 用 EA211
1.4T发动机匹配爱信第三代
AQ250 六速手自一体变速
箱。除前脸设计和品牌LO-
GO与大众不同外，保持了德
系血统的优良品质的同时配置
也进一步丰富。

启辰星
预售价：11万～15万元
亮点：4月7日，东风启辰

旗下“A+级SUV头等舱”启辰
星正式开启预售。同时带来从
金融礼到置换礼、动力总成终
身质保等六重升级豪礼。

全系搭载全新1.5T涡轮
增 压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40kW，与之匹配的48V轻混
增压动力系统，集加速助推、能
量回收、滑行停机、怠速再启动
等于一身，最低百公里油耗
6.1L。

长安逸动Plus
售价：7.29万～10.39万元
亮点：逸动Plus基于长安

蓝鲸NE平台打造，为满足消
费者的多元化需求，提供两种
不同风格的前脸造型。双
10.25英寸连屏，方向盘、中控
区也进行了全新设计。全系标
配刹车辅助、ESP、感应式后备
厢、远程启动、无钥匙启动等。
提供1.4T和 1.6L两种动力版
本。

预算20万～30万元，
总有一款适合你

菲斯塔纯电
补贴后售价：17.38 万～

19.88万元
亮点：菲斯塔纯电动版在

外观上与燃油版基本保持一
致，仅有细微调整，比如前中网
变成了封闭式设计，更具有科
技感和未来感。同时，按键式
的电子换挡机构取代了传统机
械式。该车搭载了一台前置电
机，最大马力184匹，峰值扭矩
310牛·米，NEDC工况下的续
航里程为490公里。

广汽蔚来HYCAN 007
售价：26.26万～40万元
亮点：HYCAN 007基于

第二代GEP纯电动车平台打
造，车身采用数字“7”为设计元
素，科技感十足，拥有L2+级自
动驾驶辅助系统。新车分
BASE、PLUS、TOP、星舰版以
及私人定制版 5个版本。除
了 BASE 版 NEDC 续 航
523km 之外，其余版本均为
643km。

广汽丰田威兰达
售价：17.18万～24.18万

元
亮点：作为RAV4的姊妹

车型，广汽丰田威兰达同样是
基于丰田TNGA-K平台打造
的紧凑型SUV，提供了燃油与
双擎混动共达12款的车型选

择，同时还有三种不同的四驱
系统可选，以满足不同路况需
求的用户。

奥迪A4L
售价：30.58万～39.68万

元
亮点：在国内深耕已久的

奥迪A4L此次中期改款，经典
的三段式中网窄条、更富科技
感的大灯组、酸红色的卡钳配
上19英寸的全新战斗轮圈，以
及全新一代的MMI娱乐系统
让A4L焕然一新。

雪佛兰开拓者
售价：25.99万～32.99万

元
亮点：作为雪佛兰旗下全

新中大型7座SUV，开拓者共
推出5款车型。该车还将推出
Redline以及RS系列外观套
件，并且配备四驱系统。除了
全系标配的10英寸悬浮式中
控大屏之外，高配车型还配备
了 8英寸液晶仪表盘。搭载
2.0T+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最
大功率 237 马力，峰值扭矩
350牛·米。

凯迪拉克CT4
售价：23.97万～25.97万

元
亮点：全新凯迪拉克CT4

主打年轻运动风格，推两款配
置车型，定位入门中型车。是
标准轴距版凯迪拉克ATS的
继任者。动力全系标配2.0T+
8AT的后驱动力组合。

广汽本田冠道
售价：22万～33.28万元
亮点：新款冠道主要在外

观上进行升级，前脸换装全新
的进气格栅，同时新增威尼斯
蓝车漆配色。新车全系标配电
动后视镜自动翻折，高配车型
增加了12扬声器音响系统以
及ANC主动降噪功能等，并且
对Honda CONNECT 2.0 车
载多媒体系统的功能和UI设

计进行了优化，中控台下方还
新增了手机无线充电区域。

林肯冒险家
售价：24.68万～34.58万

元
亮点：作为一款豪华入门

级紧凑型SUV，冒险家可谓诚
意十足，新车提供7种车漆颜
色和6种内饰配色供消费者选
择。全系标配主动降噪、前挡/
前排双层玻璃、“新风管家”、按
键式电子换挡机构、12.8英寸
中控屏、SYNC+智能互联车机
系统。全系搭载2.0T发动机
匹配8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最
大功率 245 马力，峰值扭矩
390牛·米。

别克GL8艾维亚
售价：45.99万～52.99万

元
亮点：上汽通用基于新款

GL8打造的Avenir，共推出三
款车型。以营造豪华感和档次
感为主，将提供4座旗舰车型
和6座、7座版本选择。

英菲尼迪qx50
售价：33.38万～46.98万

元
亮点：新款英菲尼迪qx50

共推出7款车型，新车主要在
配置上进行升级，全系标配智
能互联系统，顶配车型独享驾
驶辅助系统，并且增加了一款
定位略高于四驱入门级车型
——四驱领航版，给消费者提
供更多的选择空间。

路虎发现运动版
售价：35.68万～45.48万

元
亮点：全新路虎发现运动

版的升级主要在前脸、大灯组
和两侧进气口等。采用了同级
首创 5+2 座椅布局，全新的
PTA 豪华横置发动机平台，
48V轻混动力的英杰力发动
机，全新第二代ATRS全地形
科技等实用科技配置。

第一季度，上市新车有多少？
想“尝新”的消费者不妨看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车市开局并不顺利。据乘联会数
据显示，1～3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累计零售301.4万辆，同比
累计下降40.8%，一季度销量损失约209万辆。尽管如此，众
多车企也没有停下新车发布的脚步，通过线上直播等方式持续
推出新产品，目前已经有20余款新车上市。想要购买新车的
消费者，不妨参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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