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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在广州车展
WEY品牌展台，代表着技术
旗 舰 的 VV7 PHEV 和
VV7 GT PHEV 迎来全球
首 发 上 市 。 其 中 ，VV7
PHEV提供2款车型，售价为
21.98 万 元 、23.98 万 元 ；
VV7 GT PHEV售价25.68
万元。

据介绍，VV7 PHEV和
VV7 GT PHEV源自WEY
品牌自主研发的混动专属技
术平台，是WEY品牌在新能
源领域厚积薄发的重要成

果。两款车型采用了2.0T+
7HDCT的高效混动组合，并
配备了同级独有的iBooster
电子助力制动系统与 ESP
9.3 系统，最大可实现100%
的制动能量回收，百公里综
合油耗仅为1.6L，纯电续航
里程达到了70km；配备同级
独有的 Launch Control 弹
射起步模式，百公里加速成
绩达到5.9s；全面承载Collie
技术，涵盖了43项领先的智
能安全技术，可提供全时段
的智能安全守护。

此外，全新 WEY-X 概
念车独特的湛蓝色也成为现
场亮点。这款概念车设计灵
感来源于飞机机翼，配备2+2
悬浮式座椅、全景3D车顶及
车身前后的显示屏幕；最高
时速200km/h，百公里加速
仅为4.5s，可实现510km续
航里程。据WEY品牌相关
负责人介绍，WEY-X概念
车凝聚着WEY品牌最高阶
自动驾驶技术，将展现WEY
品牌在未来出行领域的前瞻
构想。

11 月 22 日，广州车展
上，全新BMW 3系家族迎
来了新成员——320i 运动
套装、320Li M 运动套装、
330Li xDrive M运动曜夜
套装和 330iM 运动曜夜套
装，进一步丰富用户对动力
操控和高价值配置的选择。

全新BMW 3系家族的
新成员在配置方面诚意十
足。320车型入门即标配15
项高价值配置，包括12.3英寸
全液晶数字仪表盘、10.25英
寸可触控中央显示屏、LED大
灯（含随动转向功能）、18英寸

轮毂、中国专属舒适座椅、泊车
辅助系统（含后视摄像机、自动
泊车及循迹倒车功能）等。

全新BMW 3系运动版全
系采用新型B系列2.0T四缸涡
轮增压发动机，其中，330车型
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提升至
190千瓦，与最新8速Step-
tronic手自一体变速箱配合，
可 达 到 5.9 秒 同 级 最 快 的
0-100km/h加速，为用户带来
澎湃的动力体验。创新技术的
应用还为新车带来同级最出色
的燃油经济性，其中320Li车
型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6.1升。

11月22日，广汽本田T
动力、混动家族和热销车型
强势亮相广州车展，其中将
于11月30日正式上市的全
新 战 略 中 级 SUV 皓 影
（BREEZE），成为媒体关注
的亮点；全新服务品牌主张
——FUN LINK创享车生活
正式发布，旨在树立面向未
来的全新服务标准。

2019年，车市整体下行，
但广汽本田逆势增长，1～10
月累计销量达638788辆，同
比增长7.18%。在众多产品
热销的基础上，广汽本田的
总销量也超过了700万辆。

以“光和影”为灵感，皓
影实现了都市锐雅设计美
学。搭载 SPORT TURBO
和SPORT HYBRID两套本

田王牌动力系统，加速性能
和燃油经济性远超同级同排
量发动机。搭载脚踢式电动
尾门、升级版Honda SENS-
ING安全超感系统，以及本田
首发的 Honda CONNECT
2.0智导互联系统。

广州车展上，广汽本田
正式发布全新服务品牌主张
——FUN LINK 创 享 车 生
活，打造3.0服务模式。

FUN LINK创享车生活
以人和车为双核心，包含

“Satisfied安心信赖”“Smart
智能便捷”“Social社交互联”

“Sharing共创共享”4大核心
理念，价值输出贯穿整个服
务过程。在4大核心理念的
引导下，广汽本田将运用先
进成熟的互联网技术，全面
提升客户在售后服务体验各
环节的满意度和信赖度。

11 月 21 日夜，梅赛德
斯-迈巴赫GLS于广州全球
首发，将“至臻豪华”的设计
理念拓展至SUV领域，开启
梅赛德斯-迈巴赫品牌的全
新篇章。

经典的三叉星徽立标，
配合梅赛德斯-迈巴赫风格
的竖直格栅，带镀铬细编织
网的两侧宽大进气口和镀铬

防撞装置打造出气势恢弘的
前脸。专属的迈巴赫品牌标
识压印在车头、车尾、轮毂、D
柱、方向盘和前后中央扶手
等位置，搭配迈巴赫专属的
双色车漆，时刻彰显尊贵身
份。梅赛德斯-迈巴赫GLS
的轴距长达3135毫米，车身
长度达5205毫米。

梅赛德斯-迈巴赫GLS

600 4MATIC搭载4.0升V8
发动机与 48 伏智能电机。
V8发动机带来410千瓦的输
出功率与730牛·米的峰值扭
矩，而48伏智能电机可瞬时
输出250牛·米的额外扭矩与
16千瓦的额外功率，百公里
加速时间仅为4.9秒。智能魔
术车身控制系统（E-AC-
TIVE BODY CONTROL）
可独立控制每个车轮的弹簧
和悬架阻尼特性，有效防止侧
倾与颠簸，配合创新路面扫描
功 能 以 及 转 向 平 衡
（CURVE）模式，将舒适平稳
的驾乘体验提升至全新水准。

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
执 行 官 杨 铭 先 生（Jan
Madeja）表示：“伴随梅赛德
斯-迈巴赫GLS的全球首发，
我们开启了一段SUV的至臻
豪华之旅，印证了我们对于豪
华之上至臻至善的不懈追
求。”

11月20日，江淮汽车“掀
动你的美”粉丝大会暨嘉悦A5
上市发布会在广州举行。江淮
乘用车3.0 时代的首款轿车
——嘉悦A5上市，共推出10
款车，官方指导价8.48万～
11.58万元。客户购车即享受
车联网终身送流量（5G/月）、
金融助购3年0利息和最高
6000元置换补贴。另外，前1
万名订车的客户，还可获得
9000元现金优惠和智能运动
手表。新车全系搭载1.5T发
动机，匹配6MT和CVT两套
变速箱，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

从2018年2月份起，江淮
乘用车全面应用德国VDA质
量管理体系。嘉悦A5不仅与

江淮大众“同设备、同人员、同
标准”共线生产，在设计和产品
验证阶段便严格对标大众，其
底盘还接受了大众专家的精心
调校，具备了高质量的特征。

嘉悦A5的底盘调校，舒
适性评价全面覆盖柏油路、水
泥路、比利时路等15种典型
路况，打造出精湛的底盘性
能，同时NVH性能也全面得
以优化。在智能配置上，嘉悦
A5采用了“10.4英寸高清液
晶中控屏+7英寸液晶仪表”
的“双液晶屏组合”。10.4英
寸的中控大屏集成J-Link智
聆车联网系统、科大讯飞车载
语音3.5系统和APP远程控
制等。

11月22日，广汽三菱携
众多明星车型亮相广州车展，
向外界展现了“活力、运动、乐
趣、分享”的全新企业形象。
同时，新劲炫焕新升级正式亮
相上市，其凭借“1314”——
10万级SUV优选、品质3大
件、时尚内饰、10.1英寸智能
网联系统、4大设计革新的核
心卖点，全面阐释了“入门级
SUV优选”的新定义。

新劲炫在外观和内饰焕
然一新的基础上首次搭载了车
联网，其搭载的10.1英寸高清
大屏和“菱云悦享智联”系统，
集人机交互、防盗追踪系统、道
路救援系统、手机镜像互联等
多项功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加

智能、便捷、有趣的用车体验。
结合中国用户喜好，新车

还进行了多项本土化设计。“水
平分体式设计理念”的座舱；人
体工程学座椅，兼具更强的包
裹性与舒适性；黑色、橙色、黑
橙色3种内饰颜色搭配，满足
中国消费者多样化的个性需求
……在售价方面，优化升级后
的新劲炫以9.98万～13.98万
元极具诚意的价格为广大消费
者带去更为实惠的购车选择。

同时还推出了诚意的购
车方案：购买新劲炫可尊享3
年 0息专属金融计划、至高
5000元置换补贴以及3年10
次免费常规保养，让消费者轻
松成为有车一族。

全新车型、全新服务——

广汽本田展示实力与梦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WEY VV7两款新能源车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全新BMW 3系运动版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梅赛德斯-迈巴赫GLS全球首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用心之作 大师工艺

江淮嘉悦A5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广汽三菱携新劲炫
亮相广州车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