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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河南省直管县（市）汽车巡展暨金融分期购车展

大 幕 将 启

焦点关注焦点关注

东风悦达起亚最强阵容亮相

2015第十六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于4月20日开幕，此次车展展出整车1343辆，全球首发新车共计109台，中国

自主研发的高端汽车纷纷亮相2015年上海车展，给本届车展带来一抹夺目的亮色。

“超级智能运动型车”东风标致308S登场

4 月 15 日，东风标致 308S 在
成都登场，作为东风标致“升蓝计
划”的压轴车型，308S 带着“2014
欧洲年度车”的荣耀，凭借“热血
的”T+STT 高效动力，“嗨爆的”绝
赞视野，“超拽的”极智装备，“我
要的”i-Cockpit 唯我座舱四大超
级优势，尽显“我无所畏”的新锐
驾驭魅力。而代言人萧敬腾的首
次亮相，引爆现场热情。本次上
市 的 308S 共 有 1.6L、1.2T、1.6T
3 种排量 6 款车型，售价 11.27 万
元起。

东 风 标 致 308S“ 其 搭 载 的
1.6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连
续八年获得“国际年度发动机大
奖”，最大功率 123kW，峰值扭矩
245N·m，强大的动力输出尽显

“王牌钢炮”的风范。而被称为
“小 T 大作”的 1.2THP 涡轮增压
直喷发动机，最大功率 100kW，峰

值扭矩 230N·m。同时，“STT 发
动机智能启停系统”节油能力高
达 15%。1.444㎡的全景天幕玻
璃顶，135 颗 LED 灯源组成的全
LED 灯光系统，时刻刷新你的“视
界观”。

为了全面引领“车联网”时
代，308S 搭载了 Blue-i 车载互联
系统，一键导航智能行车。此外，
盲区探测系统、City Park 智能
泊车辅助系统、9.7 寸触控屏幕超
大触控屏幕令驾驶者随时掌控路
上信息，提升行车安全。

带着三个独特的“S”——“Su⁃
preme 品质”、“Smart 智能”、“Sport
运动”，东风标致 308S处处彰显个
性风范。同 时 ，东 风 标 致 还 为
308S 量 身 定 制 了 专 属 金 融 政
策 ——“ 超 级 贷 ”，S MAN 可仅
凭一证快速申请，在2-3年内以低至
千元的月供即刻拥有308S。（李涛）

4 月 25 日，瑞风 M3 在郑州举
行了区域上市发布仪式。瑞风 M3
是一款为新时代创客量身打造的
专属座驾：空间大、用途多、经济
节油、动力出色。

外观方面，瑞风 M3 整体简洁
大方而又不失时尚。前脸造型采
用三段式设计，并且在其中融合了
熏黑大灯、展翼形镀铬装饰条等当
下流行元素。配置方面，瑞风 M3
配备了前后空调独立控制、电动前
车窗、真皮座椅、遥控钥匙、三幅可
调式方向盘、多功能车载影音娱乐

系统、行车电脑等。而在安全方
面，瑞风 M3配备了高强度车身、安
全气囊、防撞溃缩吸能式转向管
柱、ABS、EBD、安全带提醒、电子中
控锁以及独特的防盗报警系统
等。通过钥匙里全球唯一的转发
器与防盗控制器，防盗控制器与发
动机控制器之间的电子加密认证
实现对合法身份的确认，进一步保
障了用户的驾驶安全性。动力方
面，江淮瑞风 M3搭载的是 2.0升和
1.6升发动机，与发动机匹配的是 5
速手动变速器。 （朱庭延）

“创客第一车”江淮瑞风M3正式亮相河南

4 月 26 日，河南吉福在展厅
举行全新锐界上市品鉴会。全新
福特锐界缔造中大型 SUV 领军
者，带来同级最优的空间表现、同
级最强的动力组合、众多越级智
能配置、卓越的整车品质和安全
性能，满足精英阶层消费者在商
务、家庭等多重的用车需求。

作 为“ 全 方 位 领 先 的 7 座
SUV”，全新福特锐界凭借同级最
优的空间表现、同级最强的动力
组合、众多越级智能配置、卓越的
整车品质和安全性能，打造出宜
商 、宜 旅 、宜 私 、宜 家 的 全 能 品

质。锐界，是长安福特在翼虎、翼
搏之后，推出的第三款 SUV 车型，
其定位是一款中型 SUV，尺寸也
要比老款进口版锐界更大，前进
气格栅采用了全新的六边形设
计，配以硕大的尺寸，给人感觉既
霸气又很精致。全新福特锐界拥
有强大的动力组合。首次引入长
安 福 特 车 型 的 2.7 升 EcoBoost
GTDi V6 发动机，采用双涡轮增
压技术，具有同级最强动力。最
大输出功率 242 千瓦，最大扭矩
为 475 牛·米，百公里加速时间仅
7.5 秒。 （张凯）

全新锐界河南吉福上市品鉴

4 月 8 日，热度极高的“宜家
宜商”7 座车五菱宏光 S 再推两款

“超值版”车型，宏光 S 1.2L 基本
型和宏光 S 1.5L 基本型，售价分
别为 4.88 万元和 5.18 万元。

新车型的推出，不仅将宏光 S
的在售车型数量升至 9款，价格区
间扩充至 4.88 万元-7.93 万元，同
时也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宏光 S 车
型的门槛。更时尚的外观、更舒
适的驾乘体验，以及宽敞的载物
空间、充沛的动力、较好的燃油经
济性，使得五菱宏光 S一经上市便

受到消费者的热捧，无论是满足 7
人舒适乘坐的温馨家用，还是创
业致富的可靠伙伴，五菱宏光 S都
可充分满足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截至 3 月 31 日，五菱宏光、宏
光 S 累计销量已接近 200 万辆，上
市 5 年来销量始终保持跨越式增
长。在 2014 年，五菱宏光、宏光 S
的年销量更是达到惊人的 75 万
辆，不仅遥遥领先于福克斯、哈弗
H6 等热销轿车、SUV，更是连续
18 个 月 蝉 联 中 国 车 市 销 量 冠
军。 （穆翔）

五菱宏光S“超值版”上市

4 月 25 日由河南天道、裕华福源、河南
吉福等 8 家 4S 店长安福特福睿斯趣味试
驾来到了郑州黄河湿地试驾中心，本次试
驾会颠覆传统试驾形式，以“超级玛丽”为
主题的场地布置和趣味的闯关游戏让到
场的每一位嘉宾不仅感受到了福睿斯舒
适的乘坐空间和卓越的操控性能。

福睿斯作为家轿新典范，设计之初就从
中国消费者对“家”的共鸣出发，凭借时尚的

外观、舒适的乘坐空间、一流的整车品质、出
色燃油经济性和可靠的安全性能五大优势，
全方位满足中国消费者最关注的家庭用车
五大标准。同时，福特福睿斯作为福特全球
车的重要一员，依然承袭福特全球车最核心
的品质、安全、绿色、智能四大品牌支柱，满
足消费者的共性需求。福睿斯搭载高效节
能的 1.5升 Ti-VCT发动机，拥有同级领先的
燃油经济性，并达到国五排放标准。（李涛）

春夏之交的南京，我随全新汉兰达开
启了一段“超乎想象的旅程”。革新而不
乱了尺度，这是全新汉兰达给我的观感，
霸 气 而 不 侧 漏 ，大 而 不 失 动 感 时 尚 。

“Keen Look”家族设计展现灵动热切的眼
神，并以“Sleek On Strong 存劲于柔”的设
计理念呈现城市型 SUV 崭新风格。

停停走走的行驶，全新汉兰达表现得
轻松畅快。发动机良好的动力输出，完全
能让超过两吨重的“大汉”欢快起来，轻松
的油门，便有了积极地响应，加速流畅而
爽快。全新汉兰达使用的是丰田最新的
2.0T D-4ST 发动机，可以发出 162kW 功
率和 350N·m 扭矩，已相当 3.0L 的水准。

百公里综合油耗降低到 8.2L，相比旧款
2.7L 油耗低了 17%。中段加速时，略踩油
门，发动机转速提升很快，动力涌现也非
常快，基本没有什么滞后。

进入高速路，驾驶更显轻松。全新汉
兰达 2.0T 四驱标配了多项新科技。打开
ACC 主动巡航系统，车辆自动跟着前车巡
航，自动随前车加速或者减速，始终保持设
定的距离。

15年的大中型 SUV历史，对丰田来说，
是丰富经验的积累和对消费者需求的谙
熟。同时，丰田也敢于突破创新，全新 2.0T
发动机，还有双叉臂悬挂等新科技，赋予了
全新汉兰达畅快愉悦的驾驶魅力。（赵薇）

4 月 18 日，由广汽三菱威佳泰菱、河南
亚鹏、河南航瑞、广通魏都、濮阳利天共同
举办的“对战巅峰，等你来较劲”活动在河
南郑州威佳汽车园区火热举行。

“哄——”伴随一声浑厚的引擎鸣响，
劲炫像卯足了劲的野兽一样冲向了陡坡，
继而蜻蜓点水般越过驼峰……不到 2 分钟
时间，劲炫便完成了所有挑战。和劲炫的
灵巧不同，劲畅在另一条赛道上从驼峰到
陡坡，在超选四驱系统、非承载式车身、达
喀尔冠军底盘、高离去角接近角、适合越
野的悬挂装置（前双横臂+后三连杆螺旋
弹簧式）以及充沛的三菱动力等独门越野

法宝的支持下，劲畅一路沉稳向前，潇洒
通过。

现场教练介绍，想要成功在 3 分钟内
征服“对战巅峰”所有高难度赛道，至少需
要三大“秘笈”。首先，底盘的通过性要
好。底盘够高，接近角、离去角、最小离地
间隙等参数达标，才不会在爬坡时出现刮
擦或“骑虎难下”；其次，动力和操控要给
力，因为整个赛道集合各种路况，流畅的
操控能保证车辆迅速实现变速；最后，有
些车辆在爬坡时容易出现前轮悬空打滑
现象，四驱系统介入，为前后轮分配合适
比例的扭矩则能解决问题。 （朱庭延）

名爵锐腾是上汽集团旗下 MG 名爵品
牌近期上市的一款“高性能中级 SUV”，凭
借比肩豪华 SUV 的出色加速性能，跻身零
到百公里加速“8 秒俱乐部”，迅速成为当
红 SUV 车型。为给众多热爱驾驶的年轻
人提供挑战“8 秒破百”、释放个性与激情
的舞台，让他们近距离体验名爵锐腾的

“高性能、高颜值、高价值”，上汽乘用车在
全国范围内推出“敢创敢行敢挑战之旅”
活动。4 月 18 日、19 日，郑州站的路演活

动在 MRC 赛道火热开展。
该活动推出五条挑战赛线路，并从 4

月 6 日起陆续在上海、成都、郑州、济南、南
京、广州等全国 30 个重点城市开展，共 60
场。挑战赛最终将产生 15 名优胜者，他们
将于 6 月份前往 MG 名爵品牌的诞生地英
国，并在银石赛道挑战 BTCC 的冠军车手，
感受 MG 名爵品牌源自赛道的竞速魅力和
运动激情。

（赵薇）

4 月 26 日，作为江淮汽车郑
州西区规模最大的 4S 旗舰店河
南荣海正式扬帆启航，作为全国
销售冠军河南世纪阳光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的同门师弟，河南
荣海是“亚飞系”的又一杰作。近
年来，河南新世纪亚飞集团迅速
崛起，旗下拥有多个品牌的厂家
授权 4S 店，而江淮品牌则是亚飞
集团当之无愧的实力干将，其迅
猛的增长更让集团高层看到了希
望。为此，亚飞集团成功并购河
南中植汽车集团旗下的江淮汽车
授权店河南瑞成，并对瑞成进行
了脱胎换骨的升级改造，更名为

河南荣海。
成立于 2005 年的河南世纪

阳光，经过十年的沉淀和成长，已
成为两万江淮用户之家，2014 年
更是荣获江淮厂家最佳满意度
奖、全国销售冠军奖、星级服务示
范标杆店；2015 年，迎来十周岁
生日的河南世纪阳光为了完善郑
州的销售和服务布局，适应集团
发展需要，顺利拿下中植瑞成并
成就了如今的河南荣海。开业仪
式上，河南荣海也迎来了第一个
集团客户，瀚宇天悦房地产公司
首批订购了 10 台瑞风 M5，并在
当日举行了交钥匙仪式。（刘可）

河南荣海荣耀启航

4 月 25 日，东风标致 308S 河南上市暨
万人团购会在新郑金鼎澳门国际饭店拉开
帷幕。作为象征着东风标致品牌个性与活
力的代表之作，308S 以“热血的”T+STT 高
效动力，“嗨爆的”绝赞视野，“超拽的”极智
装备，“我要的”i-Cockpit 唯我座舱四大特
质成就了这款“超级智能运动型车”。青春
肆意，活力张扬，既能够带来品质至上的精
致腔调、玩味刺激的驾控乐趣，又能让快意

生活放松而不放纵。而全系车型前所未有
的现金优惠和神秘礼包，更是瞬间引起活
动高潮，现场劲销 500多台，每集齐 10个订
单，价格直降现金 500 元,在享受万元直降
的优惠同时，现场购车客户还可获得 4000
元超值大礼包。同时，东风标致的“五免”
超级购政策正在全国热推，免车辆购置税、
车船税、交强险、上牌费和贷款利息，国产
价格，合资品质。 （徐鹏燕）

广汽丰田全新汉兰达再造“七座王者”

长安福特福睿斯趣味试驾“让幸福动起来”

名爵高性能SUV锐腾招募“8秒破百”挑战者

东风标致308S万人团购会成功举行

“对战巅峰”炫畅独领风骚

吉利汽车全新帝豪概念车引领潮流

全时互联运动轿车海马M6上市

东风风行推三款新车迎增长

本届车展，东风雷诺宣布欧洲小型SUV
销量新贵Captur正式进入中国，同时还展出
了首款国产车型的全球车型Kadjar、赛车Re⁃
nault Sport 01等多款创新车型。

东风雷诺公布 Captur 的中文名称为
“雷诺卡缤”，并宣布从 4 月 20 日起，该车
型将以 13.98 万元-18 万元的预售价格全
面接受预订。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总
裁达业先生表示：“作为东风雷诺蓄势进
取的重要车型，Captur 将以卓越的产品优
势和触手可及的价格，挑战 B 级 SUV 车市
格局。同时，Captur 将和 2016 年实现国产
的 Kadjar 和全新 D 级 SUV 一起，形成比较

完整的 SUV 产品阵容，满足消费者对 SUV
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卡缤是同级
别唯一高度定制化小型 SUV，消费者可按
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双色车身的色彩搭配
和内饰定制，选配了雷诺 1.2 升小排量涡
轮增压发动机和 6 速 DCT 双离合变速器，
动力表现直接、高效，其百公里综合油耗
仅为 6.2 升。

同时雷诺正式宣布对品牌标识和品
牌口号进行创新升级，升级后的全新品牌
口号“Passion for life”，更生动地融入
了“激情”和“生活”的核心诉求，展现了雷
诺年轻化、生活化的品牌印记。

4月 20日，“互联网+”时代下海马汽车
首款新车——全时互联运动轿车海马 M6
在上海车展正式上市，本次共推出 7 款配
置车型，市场售价为 7.68 万元起。基于全
新 R-Plus轿跑平台打造的海马 M6，全系配
备 1.5T 高效涡轮增压发动机，并率先搭载
海马汽车 moofun 移动互联人车生态系统，

“移动互联”+“运动”的双属性标签为“泛
90”用户带来“不止于车”的全新汽车价值。

海马汽车集团执行总裁孙忠春表示，海
马汽车顺应移动互联网新生态形势，聚焦未来
消费主力人群“泛90”，精心打造了这款具有全
时互联运动特征的A+级轿车海马M6。

整车设计方面，海马 M6 采用鹰翔式
前脸设计，车身线条激越、犀利，利刃腰
线+内凹线设计让 M6 风阻达 0.28。车身

尺寸为4700mm×1802mm×1478mm，2730mm
轴距笑傲同级。内饰采用锐翼设计线条，
整体视觉效果运动气息浓郁。基于海马汽
车全新的 R-Plus轿跑平台开发的海马 M6，
前悬挂为麦弗逊式设计，后悬挂为多连杆
式独立悬挂，前后悬挂采用了大尺寸横向
稳定杆的设计方案。动力总成方面，海马
M6全系配备 1.5T高效涡轮增压发动机，百
公里加速时间仅为 10.6秒。

伴随汽车新生态下的市场消费需求
与行业发展趋势全面换代，海马 M6 的面
市，在催化移动互联时代汽车产业变革的
同时，让海马汽车真正实现从传统汽车产
品制造商向汽车产品与服务的整合供应
商转变，从传统汽车制造商向移动互联汽
车生活方式的提供商进化。

4 月 20 日，东风柳汽旗下乘用车品牌
东风风行在上海车展以三款新车剑指 30
万辆以上规模。其中，“全能家用 7 人座
MPV”风行 S500、”新一代中级公商务车”风
行 F600 为首发亮相，计划年内上市；“首款
加大号宽畅 SUV”景逸 XV上市发布。

这家东风汽车大自主计划中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的汽车制造商，深耕 MPV 市场
15 年，厚积薄发，终于迎来规模化销售增
长期。2014 年东风风行产销量突破 24 万
辆， 2015 年将冲刺 30 万辆，增速将达到
25%，远超市场平均增幅。

三款车型上市后，东风风行将形成景
逸轿车、SUV 系列产品矩阵，以及 MPV 系
列风行 CM7、菱智、风行 S500、风行 F600的
产品矩阵，“尽管竞争加剧，但未来十年仍
是自主品牌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以时不
我待的精神，聚焦深耕大容量、增长快的主
流细分市场，实现东风风行乘用车更大的
跨越。”东风柳汽总经理程道然表示。作为
近年异军突起的黑马，东风风行证实了汽
车制造中“没有弯路可走”的真理，随着产
品线布局的不断完善，产品的不断丰富，东
风风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东风悦达起亚联合起亚汽车（中国）
共携 20 款车型精彩亮相，最强阵容带来汽
车饕餮盛宴。其中，东风悦达起亚旗舰车
型第二代 K5 闪耀登场；SUV 新成员 KX3
也精彩亮相。

本次车展，展台沿用了起亚全球统一
的家族“虎啸式”3D 立体空间设计风格，
主舞台上，东风悦达起亚第二代 K5 惊艳
四方。作为世界三大汽车设计师之一彼
得·希瑞尔倾力打造的旗舰之作，第二代
K5 集简洁干练设计与时尚动感气息于一
体，以空间、动力、安全和科技配置方面的
全面突破，实现动感活力与高端尊贵的完

美融合，驾驭未来。KX3 同样青春夺目，
凭借引领潮流的前瞻设计，以及超越期待
的梦想配置，备受都市潮流消费人群青
睐，上市不足一月达成销量近 7000 台，成
为耀眼新星。此外，K5、K4、K3、K3S、新
K2 也联袂登台，全情演绎 K 系家族的卓越
风姿；新狮跑、秀尔、新智跑、新福瑞迪等车
型以及在进口车市场备受青睐的 K9、全新
索兰托 L、凯尊、新佳乐、Grand VQ-R、霸
锐、速迈等起亚品牌的全线产品，亦诠释出
企业创造精彩汽车生活的愿景；而“Tur⁃
bo Zone”展区以及 K5 混合动力车型的亮
相，也为展台带来了更多看点。

东风雷诺小型SUV Captur进入中国

4 月 20 日，吉利汽车在上海国际会展
新闻发布会上向吉利博瑞礼宾限量版首批
车主代表正式交车，同时发布了全新帝豪
概念车。浙江吉利汽车集团总裁安聪慧表
示，产品力与营销力的全面提升，将推动吉
利汽车进入品牌发展的全新阶段。

“新生代高级动感座驾”——吉利博瑞
是新吉利时代首款战略旗舰车型，其产品
力不仅得到了媒体、业界的高度认可，同时
也赢得了消费者们的热烈追捧，尤其是年
轻自信、有创新思维的时代新锋阶层对它
更是青睐有加，这些群体中既有创新进取
的新锐职场精英、在变化中寻求机会的新
富创业者、年轻实干的知识型公务员，更有

渴望新体验的吉利汽车升级用户。
吉利汽车还隆重发布了全新帝豪概念

车，这是继 2013 年上海车展 KC 概念车、
2014 年北京车展帝豪 CROSS 概念车亮相
之后，吉利全面深化战略转型后推出的又
一款全新力作。全新帝豪概念车车身姿态
稳健，车身比例优雅协调，车身表面简洁流
畅，同时与其硬朗且具有雕凿感的线条形
成鲜明对比。新概念车的亮相既是对吉利
汽车全新品牌定位的有力注脚，也是对其
动感精致、自信激扬的全新品牌内涵的完
美诠释，此外新概念车的发布更是标志着
吉利汽车融合国际最新设计潮流和中国审
美元素的全新设计理念已日臻成熟。

4 月 26 日，上海大众斯柯达“全新晶
锐 只为快乐——河南省媒体大咖评晶
锐”试乘试驾活动在郑州南服务区快乐开
启。来自上海大众斯柯达网发部专业资深
讲师程老师围绕全新晶锐“好看、好开、好
用”三好特性进行了深入地讲解，同时与现
场嘉宾进行了充分地互动交流，引起了现
场嘉宾对下午试乘试驾环节的无限期待。

全新晶锐，动感时尚玩转个性，以同
级领先的 1732mm 动感车宽比例及立体简

洁设计，彰显年轻新风尚。全新晶锐，高
效低耗轻松驾驭，独特的赛道设计、充满
趣味的试驾环节，不断刷新着升级后的全
新晶锐所带来的驾驭乐趣。作为斯柯达
品牌的传奇经典车型，Fabia 晶锐进入中国
市场 6 年多来，已赢得超过 22 万车主的青
睐，全新晶锐的焕新上市恰逢斯柯达品牌
120 周年，其时尚的品牌形象、升级的产品
实力和快乐的情感内涵也为斯柯达品牌
注入了更多青春活力。 （李康）

“只为快乐”媒体大咖评晶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