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6-07 上海车展
2017 上海国际车展于 4 月 19 日正式拉开帷幕，本届车展以“致力·美好生活”
为主题，展出整车 1400 辆，其中全球首发车 113 辆。在这场豪华的汽车盛宴上，
请跟随我们的脚步一同去探寻，究竟谁能续写传奇，谁能创造奇迹。
青年报 程元辉 车键 孙臣 实习生 于诗婕

1

江淮瑞风 S7:

5 座标配 7 座可选

江淮空间越级紧凑型 SUV 瑞风 S7 在上海车展上启动
预售，
价格为 10.98 万-15.18 万元。瑞风 S7 的车身尺寸为
长 4790mm、
宽 1900mm、
高 1760mm，
配合 2750mm 的超长轴
距。瑞风 S7 提供 5 座标配，7 座可选的座椅组合，
以满足
消费者不同的空间使用需求。瑞风 S7 还搭载了自适应巡
航系统，
能够解放驾驶员的双脚，
降低长途驾驶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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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驭胜 7 座跨界概念车：

内部宽敞座位舒适

江铃驭胜首发的 7 座跨界概念车采用油电混合动力，
它既有 SUV 车型的较高离地间隙特点，
也拥有 MPV 的大空
间，
车辆内部宽敞而舒适。概念车设计充满科技感和未来
感，
前脸为家族鲸口式
“大嘴”
设计。车身侧面和尾部线条
犀利，
车尾造型采用一体式溜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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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 RS3 三厢版:

正式迎来国内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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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雷克萨斯 NX:

操控性能更加出色

全新升级的 NX 外观更加大气张扬，英气逼人的前脸
焕然一新，
新的尾部设计令车身更显宽阔、
重心更低。得
益于对悬架系统的悉心调教，
新 NX 的操控性能更加出色，
与动感的外观相得益彰。领先同级的雷克萨斯智能安全
系统 LSS+，
高效整合多项主动安全科技，
此次也被应用于
新 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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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 V90 Cross Country：

提供两款高配车型

沃尔沃全新 V90 Cross Country 大型豪华越野旅行车
提 供 两 款 最 高 配 置 车 型 ，售 价 479,800- 578,800 元 。 V90
Cross Country 拥有 1,526L 灵活超大后备箱空间、
210mm 的
同级别最高离地间隙、
AWD 智能全时四驱和全球最先进的
法拉利和保时捷同款 Vi-Grade 虚拟底盘模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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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启辰 M50V:

车辆价格十分亲民

在 2017 上海车展上，
奥迪 RS3 Limousine 正式迎来其
作为东风启辰成立元年所推出的首款产品，
启辰 M50V
国内首发。其中奥迪 RS3 Limousine 搭载 2.5TFSI 发动机， 成为这次上海车展展台的当红主角。据相关人士介绍，
定
0-100km/h 的加速时间仅需 4.1s。奥迪 RS3 Limousine 的
位于轿车级优享 7 座 MPV 的启辰 M50V，
肩负着完善启辰产
外观沿袭 A3Clubsport quattro 概念车的设计，
新车前脸和
品布局和快速提升启辰市场销量的双重使命。启辰 M50V
雾灯均采用黑色蜂窝状修饰，
当然还少不了全新的 MATRIX
以超越同级的产品力，
倡导的
“7㎡大享受”
理念，
兼具 6.58
矩阵式 LED 大灯。最受期待的 RS 3 Sportback 版也即将引
万元-8.49 万元亲民的价格，
一经上市便成为 MPV 市场的
进中国，
届时奥迪在小钢炮车型里的地位将不可撼动！
“宠儿”
。

百余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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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腾 X7S：

内饰设计保持一致

汉腾 X7S 基于汉腾 X7 进行打造，
新车采用了全新的前
包围设计，
前进气格栅相比汉腾 X7 更加精致。内饰设计
上，
新车相比在售车型保持一致，
仅换挡杆采用了全新的
旋钮式设计。动力方面，
新车提供 1.5T 与 2.0T 涡轮增压发
动机，
其中 1.5T 发动机搭配 5 速手动或 6 速自动变速箱；
2.0T 搭载 6 速 DCT 或 8 速自动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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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菲克 Jeep 云图：

前脸传承家族设计

云图整个车身的设计较为方正，
前脸传承了 Jeep7 孔
格栅的家族设计，
两侧大灯狭长，
车体风格大气。车门设
计为对开门形式，内饰加入了不少悬浮元素，科技感十
足。云图体现了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安全性、
新能源、
自
动驾驶和移动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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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致 Model+K-EV：

全球领先电驱技术

上海车展首日，
观致汽车旗下超级电动车 Model K-EV
惊艳亮相。这款为未来出行生活而打造的超级电动车，
集
前瞻设计与前沿科技为一身，
成为车展现场的一大亮点。
观致 Model K-EV 引进全球领先的电驱技术，
续航里程超过
五百公里，
百公里加速时间 2.6 秒。Model K-EV 可行驶的
工程实验车有望于今年 11 月份的广州车展亮相，
并计划
于 2019 年量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