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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现金补贴、抽酷炫新车
车展订车惊喜多多

本届大河车展，组委会
依然拿出16万元购车补贴，
针对所有在车展参展商处购
车的车主，每天8个名额每
人 5000 元，共计 32 个名
额。车主凭购车合同或订单
即可到二层抽奖处填写抽奖
卡，越早购车被抽中的概率
就越大。中奖者在车展结束
后，凭新车行车证、身份证、
抽奖卡等相关凭证到大河报
社领奖（最终未提车者，视为
自动放弃）。

此外，组委会还联合东风
悦达起亚，特地为现场购车的
消费者准备了一台指导价
16.98万元的东风悦达起亚新
一代KX5（5年使用权）作为
终极大奖。所有在车展参展
商处购车的车主，只要填写抽
奖卡即有机会赢取大奖。抽
奖仪式将在车展最后一天也
就是9月23日14：30在东风
悦达起亚展台举行。届时，所
有获得5000元购车补贴的中

奖者仍可以参加抽取最后终
极大奖。

值得一提的是，新一代
KX5以“智享精致SUV”为
产品定位，完美融合了雅致
格调外观、舒适驾乘体验、越
级智能配置，在同级车型中
极具竞争力。

坐享道、赢油卡、抽门票
快乐逛车展 这些要知道

近日，记者从车展组委
会获悉，享道出行专门针对
秋季大河国际车展推出了
100元新手礼券，扫描二维码
下载享道出行APP即可领
取，让你观展出行更轻松。

车展开幕后每天9：30开
始，凡到场观众，均可拿起你
的手机拍摄车展现场照片或
视频，只要其中包含有“上汽
大众”网红墙或者车展导视图
的背景画面，发布在朋友圈积
满200个赞就有200元的油
卡可以领。每天36个名额，
在二层抽奖填卡处领奖，先到
先得领完为止。

据了解，作为全国民族
运动会指定成品油供应商，
中国石化河南石油分公司再
次联手大河车展，推出中国
石化加油卡优惠活动。在大
河车展期间，办理中国石化
加油卡，可享限时加油优
惠。充值600元加油每升优
惠0.1元、充值1000元每升
优惠0.15元、充值2000元每
升优惠0.2元、充值3000元
以上每升可优惠0.3元。凭
此卡，车主可以参加“油中感
谢”积分送礼活动，给予礼品
回馈、免费道路救援等增值
服务；通过微信绑卡，车主还
将收到众多优惠券，并且每
次加油后还将收到易捷便利
店的优惠抵扣券。

除此之外，即日起到9月
底，关注大河生活公众号，即
有机会在清明上河园、鸡冠
洞、云台山等十余个景区中抽
取一张免费门票。

更多车展详情，消费者
可以关注“大河汽车”微信公
众号，随时随地掌握车展动
态和中奖结果。

9月9日晚，东风风神在
重庆发布智慧座舱，全新智控
座驾奕炫也正式上市。风神
奕炫共推出8款车型，售价区
间为6.99万~10.09万元，前1
万名车主还可额外享受5000
元购置税补贴，抢先支付价为
6.49万元~9.59万元。

风神奕炫是eπ概念首
款量产车，承袭“双燕·凌动”

“简约·臻美”的家族DNA，有

点溜背宽体轿跑的感觉，主打
色“天青蓝”也让人耳目一新。

风神奕炫搭载 1.5T 和
1.0TD两种动力，配合德国格
特拉克6DCT湿式双离合自
动变速器，在传送效率、舒适
性、可靠性等方面达到同级最
优水平。继承WTCC/WRC
欧洲双料冠军底盘基因，风神
奕炫拥有世界顶级水平悬架
调校。风神奕炫诞生于全新
CMP全球模块化平台，安全
性满足E-NCAP、C-NCAP
五星标准，提供十年不限里程
质保，使消费者用车无忧。

风神奕炫是首款搭载由
华为、腾讯、联通等联合打造

的WindLink4.0智慧座舱的
精品车型，以全方位的智能进
阶带给用户超越同级的智慧
出行体验。搭载领先同级的
L2+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具
有AEB-P自动紧急制动系
统、ACC-S&G带启停自适
应巡航系统、ICA智能领航辅
助系统、TJA&HWA交通拥
堵辅助&高速公路辅助系统、
TSR交通标志识别系统等先
进配置。

凭借智慧座舱、炫酷造
型、灵动驾驭、安心品质等优
势，以及厚道的定价、超长的
质保，风神奕炫有望在家轿
市场取得好成绩。

9月6日，智联网硬核中
型SUV荣威RX5 MAX河
南区域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举
行。新车推出两种动力共9
款车型，官方诚意价11.88万
~18.98万元，现在购车可享
1.2万元硬核现金礼，硬核惊
喜价 10.68 万~17.78 万元。
同时，上汽荣威还送出了硬核

福利：全系终身免费基础流量
硬核流量礼，首付1.3万元、
24期0利率硬核金融礼。

荣威 RX5 MAX 感官
全新进化，由“听”到“看”，多
维度感知用户，人车交流愉
悦顺畅。SKY EYE天眼系
统赋予新车硬核“视觉”，能
够主动识别面部信息，用户

“刷脸”登录后，轻踩刹车即
可启动车辆，告别手动“点
火”时代，系统还会根据日
期、天气等因素，为用户定制
专属问候与提醒；行业首创
BYOD多用户随心控，车上
任一位置的乘员都可通过手
机控车，享受科技带来的愉
悦出行。

9月5日，捷达VS5在成
都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8.48
万~11.28万元。这也让捷达
VS5成为首款指导价在十万
以内的德系合资SUV。捷达
VS5为满足年轻用户需求而
来，超高的性价比和德系的高
品质让更多年轻消费者买得
起、用得好，轻松享受德系高
品质SUV带来的多彩生活。
另外，10月 31日前，用户只
需注册捷达会员，就可以享受
会员专属的超低价格8.18万
~10.98万元。

本次上市长达一周，在此
期间，用户可以随时参与捷达
展台的线下活动，与自己喜欢

的明星现场互动，深入了解捷
达品牌。除了以用户喜欢的
方式进行交流，捷达VS5更
带来实实在在的产品。捷达
VS5在大众先进的MQB平
台上开发设计，这也就意味着
它可以采用大众最先进的生
产制造工艺。因此，捷达VS5
在使用了与大众相同的“三大
件”的同时，也配备了更多的
甚至是越级的核心装备。这
一切，都是为了让用户享受到
更高品质的产品。动力方面，
捷达VS5搭载的是非常成熟
的EA211 1.4T涡轮增压发
动机，最大功率为110千瓦，
最大扭矩为250牛·米。

9月5日，奇瑞控股捷途
携全新一代捷途X70于成都
车展亮相。新车定位为“宽体
智 能 SUV” ， 共 推 出
1.5T-6MT、1.5T-6DCT两种
动力组合共计9款车型，售价
区间为 6.99 万~12.09 万元。
全新一代捷途X70搭载1.5T
发动机，匹配 6MT 及 6DCT
双离合变速箱，最大输出功率
提升到了115kW，最大扭矩
230牛·米，提供澎湃动力输
出的同时，兼顾燃油性能。

全新一代捷途X70在空
间方面全面升级，更舒适便利
的越级空间，成就完美生活旅

行座驾。其拥有同级SUV难
以匹敌的2745mm超长轴距，
同时4720mm超越同级车长
以及1900mm车身宽度为更
好的车内横向、纵向空间打下
了坚实的硬件基础。在提供
标准5座的同时，可选装6座
或5+2座，一举解决一家多人
出门的旅行游玩需求。全新
一代捷途X70在满足基本安
全配置的同时，还配备第三代
PEPS无钥匙启动进入系统、
智能云语音互动+车载无线
WIFI、四门车窗一键升降、远
程操控等功能，让新车充满科
技感。

9月5日，成都国际车展
上，东风悦达起亚发布了全球
战略车型——SP2c，并将在不
久之后导入中国市场。东风
悦达起亚先于欧美市场将全
球车型快速导入中国，让国内
消费者与全球同步，享受到高
品质、高水准的车型产品，体
现了对中国市场的诚意。

SP2c在外观上最大程度
还原了SP概念车。飞翼流线
式进气格栅，搭配未来感十足
的前LED大灯，成就了风格鲜
明的前脸，具备极高辨识度。
17英寸镜面轮毂映衬棱角锐
利的腰线，形成风格大胆、凹凸
有致的车身印象。分体式尾灯
组合与后备厢门完美契合，贯

穿式宽幅镀铬饰条与尾灯造型
相呼应，视觉呈现更加饱满。
此外，越野风格车顶行李架、时
尚双拼车身配色以及全景天窗
等潮流设计元素，也十分符合
年轻人的口味。

SP2c 车长 4345mm，轴
距为2630mm，拥有超越同级
的驾乘空间。应用起亚汽车
最新的动力架构总成及智能
科技配置，为消费者提供舒
适、便捷、安全的出行体验。

面对竞争激烈的SUV市
场，东风悦达起亚不断加快全
球车型的导入与迭代，快速适
应市场变化，打造出覆盖不同
细分区间的SUV产品体系，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样化的选择。

抽景区门票 抽现金大奖 抽酷炫新车

大河车展福利多 只等你来抽一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2019秋季大河国际车展即将于9月20日~
23日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除了众多新车、
靓丽车模外，大河车展最亮眼的就是让消费者心动
的诸多福利。据车展组委会透露，本届车展不仅免
门票、福利多，竟然还有神秘终极大奖。

发布智慧座舱，打造智控座驾

东风风神推出新车奕炫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荣威RX5 MAX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99万～12.09万元

全新一代捷途X70亮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首款十万以内的德系合资SUV

捷达VS5成都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东风悦达起亚SP2c
国内首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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