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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品牌新车爆发

今年广州车展，主场作战的
广汽集团发布了“十四五”战略
规划，基于全新平台打造的全新
旗舰广汽传祺EMPOWER定
位为溜背轿车，广汽新能源埃安
品牌宣布正式独立运营。

其他自主车企也不甘示弱，
上汽乘用车R汽车旗下MAR-
VEL-R将开启预售，新车采用
了上汽集团在5G技术、三电技
术领域的最新成果，并采用华为
5G T-Box，可以实现V2X智
慧出行以及5G智能座舱；吉利
星瑞在发布了首次FOTA升级

暨上新计划；奇瑞艾瑞泽 5
PLUS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
7.49 万 ～9.99 万 元 ；长 安
UNI-K正式在公众面前亮相,
现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关注；上
汽名爵带来了旗下全新混动车
型MG5潮越青奢限定版、第三
代MG6数字曼巴限量版以及
MG 领 航 PHEV；荣 威 RX5
MAX Supreme正式上市,该
车可以说是荣威RX5 MAX的

“超大杯”版本；在2.0T+四驱的
哈弗大狗、哈弗H6以及全新车
型哈弗初恋、欧拉好猫等车型的

“助攻”下，长城汽车展台人气爆
棚；WEY创新性的采用“女性专

场”的方式进行坦克300的发
布，著名女星袁姗姗、MMA世
界冠军张伟丽代言。

合资品牌加码中国市场

本次广州车展上，梅赛德
斯-奔驰全球首发了迈巴赫S
级轿车，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
会成员、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
唐仕凯表示，迈巴赫S级轿车
中国市场的销量在全球独占
鳌头，占比超过三分之二。

宝马旗下首款纯电动
SUV车型iX3亮相，新车采用
第五代eDrive电驱技术，综合
续航里程500公里，同时，2020
年年底之前，中国市场将完成
20万辆宝马汽车的OTA升级。

长安福特福克斯家族三
箭齐发，上市了八款车型：有
三厢和掀背两类7款车型，售
价10.88万～15.08万元；高颜
值高性能车型——福克斯猎
装版，售价15.38万元。

广汽丰田展示2021年的
主打新车——基于TNGA平
台打造的A+轿车“凌尚”，轴
距2750mm，将搭载2.0L发动
机+CVT变速箱。

日产 Ariya 轿跑 SUV 亮
相，这是一款非常具有现代感
和未来感的车型，搭载先进的
ProPILOT 2.0智控领航技术、
ProPILOT远程智控泊车系统
和e-Pedal一体化智控踏板。

新科技、新服务推出

中国本土品牌的比亚迪，在
发布会上全球首发全新轿车“秦
PLUS”，其搭载的骁云-插混专
用1.5L高效发动机，作为DM-i
超级混动技术的核心部件——
热效率高达43%，让其拥有低至
3.8L/100km的油耗。

东风启辰发布“同心·同行”
服务品牌，推出“3大服务保障，3
大服务行动，6大服务承诺”，全
面升级用户服务保障。

广汽本田发布“广汽本田
车生活全价值”，在行业率先整
合“商品价值、体验价值、保有
价值”三大用户核心需求，为用
户提供更多元的用车价值。

广汽三菱则发布了以客户为
中心的“M-SPACE”数字化服
务平台以及2021款奕歌燃情版，
通过服务和产品双线并举，赋能
数字化未来，探趣汽车生活。

随着国家对新能源车
补贴政策的调整，和新能源
车市场的激烈竞争，有些实
力不够强大的企业面临着
停工停产，一些新能源车企
不仅关闭了工厂大门，就连
一些经销商也给断货了。

这可苦了许多新能源
车的消费者。有的消费者
汽车还在3年保质期内，
可是厂家已经停止了售后
服务；有的汽车厂家虽然
没有宣布破产，但是4S店
已经没有售后服务了，遇
到问题需要自费维修……

你是否也有这样的遭
遇？是不是也想找到解决
办法？无论是吐槽、投诉还
是寻求帮助，都可以加“大
河汽车”微信，留言给我们。

势不可挡
豪华旗手实力强大

受疫情影响，今年全球车
市低迷，但前三季度，梅赛德
斯-奔驰在中国市场交付新车
569698 辆，同比增长 8.3%。
广州车展，梅赛德斯-奔驰通
过强大的新车阵容，强化了稳
健的发展态势。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S
级轿车在车展前夜全球首发，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正式登陆中国市场，此
外，还有搭载奔驰第三代插混
技术的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GLE 350 e 4MATIC 插电
式 混 合 动 力 SUV 及 轿 跑
SUV，全新梅赛德斯-AMG
GLA 35 4MATIC、全新梅
赛 德 斯 -AMG GLB 35
4MATIC，以及新一代梅赛德
斯-奔驰标准轴距E级车运动
版，2021 款梅赛德斯-奔驰
GLE SUV和2021款梅赛德
斯-奔驰GLS SUV也同步上
市，以更为丰富的车型选择，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不同的需
求。

谈到梅赛德斯-迈巴赫，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
负责大中华区业务的唐仕凯

（Hubertus Troska）先 生 表
示：“梅赛德斯-迈巴赫象征着

‘至臻豪华’，是梅赛德斯-奔驰
品牌汽车的巅峰之作。自2015
年2月上市以来，梅赛德斯-迈
巴赫S级轿车已在全球交付近
6万台。中国市场的销量在全
球独占鳌头，占比超过三分之
二。”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S级
轿车 致敬贤达 礼待天下

提到顶级豪车，很多人会
想起迈巴赫。此次全球首发的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S级轿
车，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融汇
未来科技，将“至臻豪华”体验
提升至更高境界，致敬当代贤
达，“礼待天下”。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S
级轿车拥有3,396毫米的超长
轴距，电动舒适后门可通过7种
方式控制开闭，使进出车辆更
优雅。后排双独立行政座椅靠
背最大倾斜角度可达 43.5°，
并拥有带有按摩功能的电动伸
缩腿托和肩颈部加热功能。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S
680 4MATIC搭载的6.0升双

涡轮增压 V12 发动机，拥有
450千瓦功率和900牛•米扭
矩的澎湃动力，并首次配备9
速自动变速箱和4MATIC四
驱系统。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至臻豪华
礼遇天地

在广州车展前夜正式上市
的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三款车型售价为
158.8万元到273.8万元，“至臻
豪华”理念首次拓展至SUV领
域，开启“礼遇天地”的全新旅
程。

专属的双色车漆与品牌
标识，首次在 SUV车型上采
用的三叉星徽立标、最大 23
英寸的迈巴赫专属锻造轮毂
与采用镀铬装饰的进气格栅、
镀铬B柱，全新梅赛德斯-迈
巴赫GLS SUV兼顾尊贵感与
力量感。当车门打开时，车身
可自动降低25毫米，同时1秒
内电动伸缩行车侧踏板将安
静伸出。

全新梅赛德斯-迈巴赫
GLS SUV 车长 5,210 毫米，

轴距3,135毫米，前后排均搭
载多仿形座椅，不仅可多角度
电动调节，还内嵌主动充气软
垫，并提供热石按摩、加热通风
与记忆功能。

全 新 梅 赛 德 斯 - 奔 驰
GLE 350 e 4MATIC插电式
混合动力SUV智享版及轿跑
SUV在本次车展正式上市，售
价分别为人民币 81.8 万元、
82.8万元。两款车型均采用奔
驰第三代插电式混合动力技
术，纯电续航里程达到103公
里（NEDC综合工况）。在同级
细分市场中，全新 GLE 350
e 4MATIC是唯一提供直流
和交流两种充电模式的车型。

近几年，因为超强的运动
性能，很多年轻车主对AMG
车型情有独钟，此次广州车展，
全新梅赛德斯-AMG GLA
35 4MATIC 和全新梅赛德
斯-AMG GLB 35 4MATIC
正式上市，售价分别为 43.98
万元和44.98万元。

凭借强大的产品阵容、前
瞻的发展战略、领先完善的贴
心服务，在中国豪华车市场，梅
赛德斯-奔驰将持续向前冲，
势不可挡。

1款全球首发，10款新车上市

梅赛德斯-奔驰：豪华阵容 势不可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11月20日，第十八届广州国际车展开幕，面对加速回暖的中国车市，各大汽车品牌重装出击。作为豪华车品牌的旗
手，梅赛德斯-奔驰携28款车型的强大阵容亮相，其中1款全球首发、10款中国上市，显示了引领可持续豪华未来的坚定
决心与卓越实力，也展露出势不可挡向前冲的锐气。

自主玩个性，合资抢A+，人人OTA

2021年买车流行啥？看广州车展就知道了！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耿子腾 文 耿子腾 摄影

广州国际车展11月20日如期开幕，共有38款全球
首发车型、20台概念车、142台新能源车亮相，这其中有哪
些新车值得关注？哪些汽车新消费趋势将影响河南人呢？

第一批尝鲜者
你们还好吗？
河南新能源车主小型吐
槽会，等你留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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