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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斯柯达柯米
克GT在广州车展正式上市，
售价为12.59万～13.99万元，
新车搭载1.5L、1.2T两款发动
机并匹配双离合变速箱、手自
一体变速箱。

外观方面，柯米克GT采
用斯柯达经典的家族设计风
格，高度还原了VISION GT
概念车的整体设计理念。尺
寸更大的前进气格栅凸显了
柯米克GT个性张扬的调性，
融合了水晶切割美学理念与
三维立体的动态光影效果，展

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多种车身
颜色的选配以及时尚潮流车
色搭配，符合追求个性的消费
者选择。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4409mm、 1781mm、
1606mm，轴距为2610mm。

内饰方面，柯米克GT依
旧采用斯柯达家族式设计，8
英寸镜面触摸屏，搭载斯柯达
数字互联系统，支持时下主流
操作功能。配合车内色彩纹
理的搭配让整个内饰充满层
次感，其独有的GT标识也彰
显了独特的身份特征，中控台
配有的金属拉丝纹理饰板以
及一体式赛车座椅成为车内
最大亮点，同时也增强了车内
驾控运动氛围。

购买新车的用户可享受5
年10次基础保养或5年14万
公里整车保修、1～3年零利率
贷款、限牌城市8000元/其他
地区4000元置换补贴和VIP
金卡服务等后期优惠政策。

11月 22日，东风悦达起
亚全新一代SUV傲跑在广州
车展正式上市，共推出4款车
型，售价为10.88万～12.58万
元，并全国首推“包牌价”购车
政策，让消费者以最低门槛享
受全新一代傲跑的“IN核实
力”。此外，东风悦达起亚全
新一代K3 EV迎来首秀，同
时 参 展 的 还 有 起 亚 FU-
TURON概念车、R.E.A.D实时
情感自适应驾驶体验舱等前
瞻技术成果。

全新一代傲跑是来自于
起亚全球的战略车型，在设

计、配置、空间等维度实现
全面突破，拥有至IN型尚设
计、至 IN 智能安全和至 IN
舒适便利三大硬核实力，全
面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
求。

此外，全新一代K3 EV
作为K3系列的第一款纯电动
车型，应用了起亚汽车最尖端
新能源技术，预计在明年上半
年正式上市，让东风悦达起亚
主 力 车 型 完 成 了 燃 油 、
PHEV、EV的全动力矩阵布
局，全方位满足不同需求的消
费期待。

11月 22日，作为运动
型多功能轿跑车SAC细分
市场的开拓者和领导者，全
新第三代BMW X6在广州
车展正式上市，售价76.69
万 ～93.69 万 元 。 全 新
BMW X6 携领先同级的
BMW X全新设计语言、现
代运动豪华内饰、智能互联

科技和动态驾驶性能四大
产品优势升级，再次树立细
分市场全新标杆，进一步巩
固BMW X家族的领先优
势。

BMW X6外观设计融
合最新BMWX家族轿跑设
计语言，造型运动立体，肌
肉感十足。首次应用LED

自发光的炫影光幕格栅，配
合X形智能激光大灯及 L
形动感LED尾灯，使整车熠
熠生辉。

此外，全新BMW X6
也是首批装备阿里巴巴天
猫精灵智能语音控制系统
的车型。全车25个传感器
与摄像头达到同级领先的
硬件和技术，能够实现强
大的驾驶辅助功能，让全
新BMW X6拥有L2级自
动驾驶能力。作为一部从
诞生就强调性能的多功能
运动型轿跑车，它具有同
级最优加速性能，0-100
公里加速仅需 5.5 秒。与
此同时，拥有岩石、碎石、
冰面和沙地四种越野模式
并配备自适应双轴空气悬
架，提供无与伦比的操控
和驾驶体验。

11月 20日晚，广州车
展开幕前夕，上汽通用先声
夺人，以“智 行千里”为主
题，在珠江边举办了“别克
SUV家族之夜”活动。别
克高档中大型7座SUV别
克昂科旗、别克昂科旗
Avenir 艾维亚宣布上市，
售 价 29.99 万 ～37.99 万
元。发布会上，女排代表作
为体育的旗手、悟空探测卫
星团队作为科技的旗手亮
相，透露出别克昂科旗要做
中大型SUV旗手的决心。

别克昂科旗车身尺寸分
别 为 4981mm、1953mm、
1732mm，轴距2863mm，舒
展的长车头、短前/后悬与宽
轮距设计打造出更具力量感
的豪华车身比例。标配近百
项人性化配置，包括全LED
智能感应大灯+Evonik 技
术日行灯、触摸式电动手套
箱、带AQS空气质量控制系
统及纳米级防护 PM2.5 空
调滤芯的三区独立全自动空
调、高清倒车影像、超大全景
天窗、前排电动加热座椅、无

钥匙进入及一键启动等。
别克昂科旗采用行业

领先的Smart Propulsion
智驱科技，全系搭载通用汽
车第八代 Ecotec 2.0T 可
变缸涡轮增压发动机和9速
HYDRA-MATIC 智能变
速箱组成的王牌动力组合，
在动力性能、燃油经济性以
及排放标准方面拥有全面
优势。

底盘系统方面，别克昂
科旗采用同级罕有的后五
连杆独立悬架，配合高强度
轻量化前后全框式副车架
与大直径液压衬套，以及全
系标配多模式自适应驾驶
系统，精准驾控更显从容。

此 次 ，别 克 品 牌 将
Avenir艾维亚高端子品牌
引入昂科旗，同步推出艾维
亚车型。上汽通用汽车总
经理王永清也更有信心：

“别克将与时代的有志者为
伴，以‘行千里’的胸襟与担
当，一起开拓更大的格局。”

11月22日，百年英国运
动汽车品牌MG名爵旗下新
车——名爵eHS在广州车展
上市，这款“欧洲严选全球品
质插电混动SUV”共推出3
款车型，补贴后全国统一实
际支付价18.98万～21.98万
元。同时，成为名爵eHS车
主，还可享“2万元严选权
益”：一成首付起至高万元贴
息，5年10次免费常规保养，
全系享互联网基础服务及基

础流量终身免费。上汽还特
别承诺，名爵eHS整车质保
3年或10万公里，三电系统
质保8年或15万公里。

名爵eHS为“世界级新
能源公民”而来，不但满足
国标，更是国内第一款符合
欧洲REACH法规、第一款
获得欧盟E-MARK认证、
第 一 款 满 足 欧 洲 ECE
R100 等要求的插电混动
SUV，给车主及其家人提供

更安全的车内环境，也为驾
乘者的健康和安全给予欧
标级守护，完美诠释“欧洲
严选全球品质”。

名爵eHS还配备了一
系列“高精尖”装备，堪称新
能源“全球第一车”：搭载世
界级“三电”科技，匹配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全新10
速EDU二代智能电驱变速
箱，6.6秒破百，操控响应仅
需0.2秒，达到跑车级……

11月22日，长安CS家族
旗下“新轻年智色SUV”——
CS55 PLUS在广州车展正式
上市。新车推出4款车型，官
方指导价为9.19万～11.49万
元。同时推出“七重豪礼，绝

‘5’仅有”优惠政策，即日起至
2019年12月31日，凡购买长
安 CS55 PLUS 的用户，即可
享受“购车无忧”首付礼：一张
身份证，即享0首付；金融礼：
24期 0利率，至高万元贴息；
置换礼：4000元置换补贴，新
车随心换。“用车无虑”质保
礼：10 年/30 万公里超长质
保；保养礼：2年或4次基础保
养（含首保）；精品礼：高端定
制“雷朋”膜套装/后备厢垫/

全包围脚垫 ；流量礼：基础
流量终身免费。

长安 CS55 PLUS 搭载
与战略伙伴腾讯联合开发的
梧桐车联系统，支持40余种
场景，为CS55 PLUS构建智
能生态，时刻满足社交需
求。无论聚会还是结伴出
行，微信里的位置信息，可实
时分享到车机屏幕，直接导
航到目的地。CS55 PLUS
还搭载IACC集成式自适应
巡航系统，该系统高度集成
单 车 道 自 动 辅 助 驾 驶
（ICA）、交 通 拥 堵 辅 助
（TJA）、自动减速过弯、智能
限速辅助、语音控制巡航速
度等领先科技。

斯柯达柯米克GT上市
售价12.59万～13.99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东风悦达起亚
全新一代傲跑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全新BMW X6荣耀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29.99万元起价上市

别克昂科旗要做中大型SUV的旗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欧洲严选品质的名爵eHS上市
售价18.98万～21.98万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长安CS55 PLUS上市
售价9.19万元起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