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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成都车展上，斯
巴鲁带来了VIZIV ADREN-
ALINE CONCEPT概念车，
这也是继今年日内瓦车展全球
首 发 之 后 ，斯 巴 鲁 VIZIV
ADRENALINE CONCEPT
概念车首次在国内亮相。

VIZIV ADRENA-
LINE CONCEPT 概念车是
基于“BOLDER”思路设计的

首款车型。车身线条整体强
劲、动感、大胆、激进，全地形
轮胎与轮毂衔接处的白色点
缀更具野性美感。同时，它
可实现多功能行驶选择，给
驾乘者带来畅快的驾驭激情
以及多彩生活出行体验。

车展上，斯巴鲁品牌还
公布了全新品牌口号：驾驭
硬实力。全新品牌口号代表

着磨砺而出的非凡驾驶表现、
锻造过硬的技术和品质保
证。斯巴鲁的本质硬实力有
两个维度，分别是操控硬实
力和安全硬实力。斯巴鲁的
水平对置发动机及左右对称
全时四驱系统，让驾驶者所
到即坦途，无论在何种路况
下，都能让你感受自如的操
控体验。更低的重心带来更
稳定的过弯和抓地力，做到
车随意动畅快淋漓，还能在
保持车身平稳的前提下实现
乘坐舒适性。另外，FOR-
ESTER 森林人上率先搭载
的DMS驾驶员监测系统，不
仅可以与面部识别联动进行
各项贴心设置，当系统检测
到驾驶员注意力不集中或瞌
睡时，还能通过视听警告提
示驾驶员注意。

9月5日，上汽通用雪佛
兰旗下精悍新锐SUV创界
Trailblazer正式上市，共推
出包括Redline尚·红系列
及RS系列在内的5款车型，
售价 13.99 万~17.99 万元。
据悉，12月31日前购车可享
上市4重礼，同时全系车型
均可享受发动机、变速箱等
动力总成主要零部件8年或
16万公里原厂质保服务，以
及可享受每年 100G“On-
Star安吉星车联应用免费流
量”。

创界以智驱科技打造高
效动力系统，搭载第八代
Ecotec435T智能直喷涡轮
发动机，分别匹配9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与CVT智能无
级变速箱两款成熟高效的传
动系统，全系满足“国六B”
排放标准。

创界搭载了全新一代
MyLink+智能车载互联系
统，支持AppleCarPlay、百
度CarLife及蓝牙三种互联
方式，并配备Type-C接口、
USB接口及SD卡槽，进一
步扩充的车载APP提供酷
我音乐、喜马拉雅 FM、听
伴、Zaker新闻等热门应用。

在舒适科技配置方面，
创界全系标配自动LED大
灯、多功能运动方向盘、EPB
电子驻车、USB多媒体接口
&蓝牙连接、高保真6扬声
器音响系统、电动调节外后
视镜、纳米级防PM2.5空调
滤芯等。而电动尾门、电加
热座椅、无钥匙启动、全景天
窗等诸多提升驾乘品质的越
级配置也在创界上一应俱
全，让消费者真正享受到舒
心、便捷的用车体验。

在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
上，梅赛德斯-奔驰携多款重
磅新车亮相，其中备受大家
关注的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QC纯电SUV亮相并正式
启动预售。据悉，EQC纯电
SUV的NEDC综合工况续航
里程达415公里，可充分满足
当前中国客户的出行需求。
其将于今年11月正式交付中
国客户。

EQC采用开创性设计元

素和专属色彩设计，EQ家族
标志性的黑色格栅面板，在
保持了奔驰传统设计元素的
同时，更营造出前卫美学风
格；而内饰则以直观的智能
交互与经典的机械设计有机
结合，以驾驶员为中心的驾
驶舱设计让充满想象力的电
感元素无处不在。

作为纯电SUV，EQC严
格按照奔驰全球统一制造标
准生产，进行了严苛的试验

和道路测试。有超过200辆
原型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
总里程超过450万公里的综
合测试，其中在中国进行了
超过25万公里的严苛道路测
试。此外，专属的新型副车
架，还可对车辆前侧电机提
供更完善的结构性保护，进
一步提升行驶的稳定性与安
全感。

梅赛德斯-奔驰还为
EQC 量身定制了全方位无
忧用车体验：MBUX智能人
机交互系统所配备的EV优
化路径规划功能，可以根据
能耗、路况和充电站使用情
况等实时信息优化导航路
径。而全新“奔驰充电”体
系提供的“五星”服务可以
涵盖家用充电、公共充电、
品牌充电、应急充电、代客
充电等电动车出行的每一个
使用场景，为客户打造无忧
旅程。

9月5日，成都车展上，
北京现代携旗下全明星阵容
亮相。全面焕新的新一代悦
纳国内首发、“高能新物种”
昂希诺钢铁侠版献上西南首
秀，昂希诺纯电动、新一代
ix25、第十代索纳塔等多款
即将上市的重磅新品及热销
量产车也悉数登场。聚焦于
电动化、智能化、互联化的新
产品和新技术展示，以及昂
希 诺 钢 铁 侠 版 体 验 区 、
NEXO科学教室、第四代胜
达指纹解锁等丰富的现场体
验环节，让北京现代展台散

发出未来感十足的高科技魅
力。

作为一款全面升级的
“高智能”小型车，新一代悦
纳融合ESC车身电子稳定系
统、HAC上坡辅助系统，并
新增FCA前碰撞预警制动、
DAW驾驶员疲劳提醒、LKA
车道辅助保持、HBA智能远
近光调节等多项ADAS前沿
智能安全装备，以智慧科技
保 驾 护 航 。 车 身 加 长
25mm，配合 2600mm 超长
轴距，带来更加自在宽适的
驾乘感受。动力方面，1.4L+

6MT/CVT 的黄金动力组
合，配合 ISG发动机自动启
停功能，百公里油耗低至
4.9L，完美兼顾了驾驶激情和
燃油经济性。

昂希诺钢铁侠版全球限
量7000台，其智能网联移动
多媒体互动系统带来出众的
人机交互体验，如同置身无
所不能的钢铁战衣中；1.6L
涡轮增压发动机+7速双离合
变速箱，最大功率可达176匹
马力，令驾驶者随时化身“钢
铁侠”，尽情享受风驰电掣的
驾驶快感。

9月5日，成都车展上，
奇瑞汽车携旗下瑞虎和艾瑞
泽两大系列共计5款车型7
辆整车亮相，其中包括瑞虎
8、全新一代瑞虎8、艾瑞泽
5Pro、艾瑞泽GXPro、瑞虎
5xHERO，以 及 瑞 虎 e 和
2019款小蚂蚁两款新能源
产品在内的主力车型悉数登
场。

1~8月，奇瑞品牌销量
持续增长，累计销量377973
辆，同比增长5.9%。市场占
有率进一步提升，7月份达
到了4.27%，实现了29省同
比正增长，56城同比翻番，
270城同比正增长。8月份，
奇瑞推向市场的旗舰SUV
全新一代瑞虎 8 销量达到

10198辆，同比增长42%，上
市三个月，销量持续攀升，月
销万辆。同时，奇瑞汽车还
公布了感恩季活动，自9月1
日起至12月 31日，奇瑞集
团老用户置换全新一代瑞虎
8，在其他政策基础上，再享
1万元/辆补贴。

此外，奇瑞艾瑞泽还与
足金联赛签署了合作协议，
正式冠名2019赛季的足金
联赛，双方将以“冠军实力，
无所匹敌”为主题，共同打造
国内最大、影响力最强的
5×5足球赛事。2002年世
界杯国足队长、川足旗帜人
物马明宇也出席现场，并受
邀担任了“2019奇瑞艾瑞泽
5×5足金联赛导师”。

9月5日，新宝骏品牌携
旗下三大车型亮相成都国际
车 展 ，并 推 出 了 新 宝 骏
RM-5、RC-6两款新车型，
售价分别为 8.68 万~12.08
万元和8.48万~12.38万元。

新宝骏RM-5、RC-6率
先搭载行业首创的新宝骏车
联网，引领网联革命。以手机
车联网代替传统车机，实现

“手机即车机”，带来全新的智
能交互体验。新宝骏车联网
通过手机与车机无感连接，将
手机生态移植到车机，实现个
性化定制、千人千面。新宝骏
AI智能语音识别，较传统车
机识别速率提升20倍，识别

更精准，实现车内操作全声
控，声控开关空调、车窗、天窗
及播放音乐等。

新宝骏 RM-5、RC-6
搭载了城市与高速双场景自
适应巡航方案，ACC自适应
巡航（含定速巡航）功能不仅
可以实现从0~130km/h之
间全速域覆盖，还能自动根
据前车调节车速。同时，
TJA交通拥堵辅助、ICA高
速智能领航、LKA车道保持
辅助、LDW车道偏离预警、
BCA弯道巡航辅助、TSW限
速标识预警和TSA智能限
速辅助等配置也是一应俱
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梅赛德斯-奔驰纯电SUV EQC发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雪佛兰创界Trailblazer

新潮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新一代悦纳全国首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艾瑞泽冠名足金联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宝骏RM-5与RC-6
联袂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斯巴鲁
VIZIV ADRENALINE CONCEPT概念车中国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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