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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 ，上 汽
MAXUS G20 河南上市品
鉴会在郑州举行,通过现场
的试乘品鉴活动，展现了高
端化、舒适化、个性化的全新
理 念 。 郑 州 首 批 上 汽
MAXUS G20 的交车仪式
也同时举行，现场众多车主
喜提爱车。

此次上市品鉴活动，除
了产品宣讲，还设置了试乘

试驾、空间测试互动、车型对
比、产品解说等环节，让现场
来宾充分感受其产品魅力。
在活动现场，嘉宾通过对不
同路况的对比试乘试驾，对
上汽 MAXUS G20 的空间
感、舒适度、静谧性等多方面
进行零距离体验，对其卓越
品质赞不绝口。

作为上汽MAXUS最新
推出、为中高端人士打造的

全新旗舰MPV，G20凭借刚
柔并济的设计语言、开阔想
象的物理空间、优雅升舱的
舒适空间、人车合一的互联
空间、与时俱进的科技空间、
一鸣惊人的卓越动力及同级
独有的C2B智能定制模式等
优势，赋予并塑造了高端的
公商务形象，全方位满足了
成功人士对品质车生活的向
往。

11 月 24 日，全球首
款搭载微信车载版的量
产车——第二代广汽传
祺GS4在郑州上市，共推
出9个版本，官方指导价
8.98万～15.18万元。同
时还推出第二代传祺
GS4专属“越级七重礼”，
包括购车0首付、10万贷
三年0利息、至高5000元
置换补贴、终生免费基础
流量、享你所想代步服
务、5年免费道路救援等。

第二代传祺GS4全球

首搭微信车载版，可以让眼
睛和双手去开车，让耳朵和
嘴巴去交流，保障行车安全；
配备ADiGO智驾互联生态
系统，集成主动制动辅助系
统、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等
L级智驾辅助功能，让驾驶
更智能更具安全性。此外，
腾讯车联AI智能系统、广小
祺智能AI助手、传祺智能安
防远程控制系统、自定义驾
驶者超级ID，配合双12.3英
寸互联大屏等，赋予用户先
人一步的科技享受。

11月23日晚，全新保
时捷911在郑州郑开保时
捷中心上市。发布会现场
除了全新保时捷911的惊
艳亮相，郑开保时捷中心
还特别设置了历代911传
奇展区，通过展览的呈现
方式展示8代911的传承
和创新。

全新保时捷911外观
传承保时捷设计基因，整
体造型极富力量感，并对
动力系统进一步优化。此
外，智能的操控与底盘设
计搭配创新的辅助系统，

更强调了全新911 引以为
傲的凌厉动态，而全球首
创的Wet模式针对湿滑路
面设计，让享受极致驾控
快感的同时可以倍感安
心，新车还支持带红外线
热影像的夜视辅助系统，
并可选装自适应巡航控制
系统，支持包括自动车距
保持、自动跟车启停、紧急
制动情况下的乘员保护，
以及紧急情况下的辅助功
能等。此外，全面互联功
能也完全满足了数字化时
代人们的使用需求。

幸福拍照区、幸福留声
区、一家四口主题的模特走
秀，11月22日，吉利全新远
景 X6 在郑州上市，整个发

布会充满了“幸福”的味
道。全新远景X6经过 5大
升级、48 项提升，共推出 6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6.89万

～9.99万元。
全新远景X6采用了吉

利最新的家族式设计，整体
造型大气硬朗。搭载的1.4T
二代发动机获得“中国心十
佳发动机”称号，符合国六排
放标准，起步更快、油耗更
低。这款发动机匹配手自一
体8速无级变速箱，换挡平
顺且充满驾驶乐趣。手动挡
百公里油耗6.2L，自动挡百
公里油耗 6.4L。10.25 英寸
中控高清超大宽屏+7英寸
3D液晶组合仪表，中控大屏
搭载GKUI吉客智能生态系
统，集语音交互、导航、天气、
远程控制、车控家、影音娱乐
等功能为一体。可远程开启
空调、开车门、升降车窗等，
一句“你好，吉利”即可实现
听音乐、问天气、查导航、打
电话、控制空调/车窗/行车
记录仪等。

11 月 23 日，“精芯传
承 硬核实力”百城万人品
质 体 验 营 之 捷 途 X90
1.6TGDI郑州站开启，活动
期 间 不 仅 展 示 了 捷 途
X90 1.6TGDI最潮最智能
的智能科技，更带来了一
场激烈的性能盛宴。

凭借着空间大、性价
比高、驾乘体验好等优势，
捷途成立不到两年就已经
获得了15万+的销量。现
场为了进一步展现捷途
X90 1.6TGDI 澎湃动力，
设置了捷途X90 1.6TGDI
场地试驾环节，先是有专
业车手进行精彩的特技表

演，以性能为基准调校
的1.6TGDI发动机，在车
手精湛的技艺操控下变
得活跃起来，精准的转
向与强大的动力由内而
发。捷途还为消费者提
供了绕桩试驾、装载比
拼、盲驾泊车、智能网联
等体验区，参观者可亲
身 感 受 由 捷 途 X90
1.6TGDI 带来的非凡动
力、360°全景泊车系统
以及超大空间和智能云
语音互动系统带来的科
技与性能的魅力，畅享
未来移动出行的新体
验。

11月23日，第二季广汽
新能源“无声的轰鸣”Aion
（埃安）超跑体验“金”榜沙龙

登陆郑州。通过科技互动、
车舞特技和试乘试驾等丰富
的活动环节，广汽新能源所

打造的优质实车性能获得了
赞誉，让消费者体验到了“先
人一步的科技享受”。

此次沙龙的主角是广汽
新能源Aion系列的两款战
略 车 型 ——Aion S 和
Aion LX。凭借媲美超跑的
百公里加速体验和超越特斯
拉 Model X 的强大性能，
Aion LX收获了现场消费
者和媒体的一致好评，展现
了“中国最高科技豪华车”扎
实的硬核实力。踩下电门的
一刻，Aion LX便如离弦之
箭“飞”过起跑线，3.8秒瞬间
完成0-100km/h的加速。

聚合长续航、大空间、高
智能、高颜值和深度定制等
五大优势，Aion S也以超强
的性能表现和强大的自动驾
驶给媒体和消费者留下了深
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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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新闻传真 (0371) 65796268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本期广告均有封闭边框及区域标识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地址：郑州经开第三大街168号 ■订阅价：全年360元 ■零售价：每份2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