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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 车键

11月17日，以“新科技,新
生活”为主题的第十五届中国国
际汽车展览会开幕。在本次广
州车展上，广汽本田发布了全新
企业品牌形象片“梦想的感染
力”，充分诠释了“具有探索者精
神的梦想同行者”品牌角色定
位。广汽Acura全系车型亮相，
第二款国产车型ALL NEW TLX-
L、首款国产战略车型CDX，以及
全新一代 NSX 等车型人气十
足。为年轻人群专属打造的新
飞度及全新派生潮跑版、潮跑+
版也在本次车展首发亮相，时尚
运动感大幅提升，充分传递新飞
度品牌“飒”主张，备受消费者关
注。

作为广汽Honda 最重要的
旗舰车型之一，新雅阁锐混动自
上市以来，持续领跑中高级轿车
市场，并怒刷存在感，1-10月
累计终端销量达12084辆，并助
力雅阁品牌1-10月累计终端
销 量 124787 辆 ，同 比 增 长
19.3%，稳居国内中高级轿车混
动车型冠军。此外，新雅阁锐混
动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实证营销

“INTELLIGENT MISSION 雅阁锐

混动极限挑战赛”，成为本年度
最具话题热度的车型之一。

冠道自上市以来累计订单
超10万台，1-10月累计终端销
量65256辆，成为国内大型SUV
市场的价值新标杆。为全面释
放其强大产品魅力，今年9月至
10月，广汽本田开展了“1 MIL-
LION POWER DRIVE”劲速联城冠
道 240TURBO 深度试驾体验活
动，满载的冠道240TURBO成功
挑战45%极限S坡和二次加速道
路，通过尖端体验营销，自证强
大爬坡动力与二次加速能力，让
百万人感受到冠道 240TUBRO

“强大而优雅”的车型魅力。

飞度凭借劲酷十足的产品
魅力，一直深受年轻族群的追
捧；被玩车达人们昵称为GK5的
第三代飞度更是创下上市3年
超37万辆的不俗成绩，多年来
始终自带流量，表现抢眼。洞悉
年轻族群“潮玩”汽车梦想，本次
车展广汽本田大胆尝试由一支
90后员工团队为喜爱飞度的消
费者们发布新飞度(FIT)及新派
生车型潮跑版、潮跑+版。作为
广汽本田为年轻人群专属打造
的新飞度，在保持原有动力、空
间、外观三大核心优势的基础
上，外观内饰和多元配置更进一
步凸显运动潮范儿和科技感。

青年报 车键

人工智能浪潮袭来，广州车
展各大车企争奇斗“智”。11月
17日广州国际汽车展上，东风
启辰隆重展出了“高品质智联
SUV”全新启辰T70和11月2日
上市的“高品质智联轿车”全新
启辰D60，以及“惊艳智领SUV”
T90等车型，人性化智能应用成
为一大亮点。

东风启辰汽车公司副总经
理马磊现场发布了全新的2018
年行动计划，东风启辰将以“高品
质”、“智联”为核心，持续提升产
品、技术、造型、制造和渠道等全
价值链实力，打造主流高价值的
中国品牌，并正式揭晓全新启辰
T70的预售价格：9万-13万元。

自9月份品牌七周年以来，
东风启辰首次集结旗下重磅车
型，包括50系（M50V）、60系（全新
启辰D60）、70系（全新启辰T70）
和90系（T90）悉数登场，涵盖轿
车、MPV和SUV，并统一启用了全
新LOGO，以崭新的形象向主流高
端自主品牌迈出坚实的步伐。

全新启辰D60是其车联网战
略下的首款“高品质智联轿车”，
诠释了“新轿车主义”的品质标
杆，是启辰品牌迎接消费升级、
实现品牌向上的战略车型，自
11月2日上市以来销售火爆，15
天时间内，销量超6000台。

全新启辰T70搭载日产全

球 战 略 引 擎 MR20 发 动 机 ，
XTRONIC CVT无级变速器，配备
全新博世 9.1ESP 车身稳定系
统、ESS紧急制动提醒以及TPMS
胎压监测系统。同时，纯正的合
资造车工艺，严苛的品控流程，
确保每一辆T70品质过硬。全
新启辰T70秉承着“流沙光影设
计理念”，家族式“羿”前脸设计
配合犀利威严的投射式鹰眼前
大灯，造型更加刚毅有神。内饰
大面积覆盖软质材料，皮质座椅
采用钻石衔缝技术，兼具美感与
实用性。

东风启辰智联系统带来更
加便捷、智能的出行体验。人性
化贴心全时导航能实现“上车
前+驾车中+离车后”的全路线
导航，实时更新交通状况信息，
规划最佳路线，提高出行效率；
全新启辰T70的智能人机语音
交互系统可识别16种方言，让
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都能轻松使
用语音空调、语音导航、语音蓝
牙等智能语音操作；自带的车辆
智能安防系统，实时定位追踪和
手机提醒。

青年报 车键

11 月 17 日，广汽传祺以
“传载品质 祺心向前”为主题，
派出史上最豪华阵容参展第十
五届广州车展。本届车展，备受
瞩目的传祺GM8全球首发并启
动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8万
元-27万元，与此同时，在11月
16日“智·享未来——广汽腾讯
战略合作发布会”上首发的广汽
iSPACE智联电动概念车亮相，阐
释“中国式创新”迸发出的力量；
GE3无人驾驶车展示广汽“电动
化、网联化、智能化”的前瞻技术
成果。

今年1-10月，广汽集团实
现汽车销售164万辆，同比增长
超过25%，增速位列国内六大汽
车集团之首，全年销量有望突破
190万辆。广汽集团连续5年入
围世界500强，今年位列238名，
比去年上升65位。传祺GM8定

位“全场景奢享大型MPV”，面向
追求优越生活、自信在握的新一
代商务精英，他们渴望兼顾家庭
与事业，全力进取，更懂得全情享
受，内敛睿智，愿意分享荣光。传
祺GM8的到来，将让他们真正成
为事业家庭全面掌控的“优越生
活驾享者”，全面满足家庭出行和
商务用车的多元化需求。

广汽传祺上市，六年来年复
合增长率超85%，连续五年位列
J.D. Power 中国品牌新车质量
第一。1-10 月全系累计销量
超 42 万 辆 ，同 比 大 幅 增 长
42.4%；GS8 随着变速箱供应提
升，10月销量再度突破1万辆，
超越汉兰达与锐界。GS4上市
30个月累计销量74万辆；新双
子星GS7&GS3上市累计订单量
分别超过 1.6 万辆、2.8 万辆。
传 祺 GM8 的 推 出 ，标 志 着 由
GA8、GS8和GM8组成的三“8”战
略正式落地。

青年报 程元辉

11月16日，第15届广州
国际车展开幕前夜，以“梦创·新
动线”为主题的雪佛兰品牌之夜
在广州盛大举行。在这场充满
年轻与动感活力的沉浸式品牌
体验活动中，6 款全新 Redline
车型在中国联袂首秀。作为雪
佛兰最新车型现代美学和个性
化定制趋势的集中体现，全新
Redline车型此次引入国内，不
仅为雪佛兰产品阵营注入新的
运动活力，更标志着雪佛兰开启
突破创新、超越自我的新引擎。

雪佛兰6款全新Redline车
型首次集体亮相国内，是继今年
4月Traverse Redline亚洲首秀
后的年内最大亮点。今后，雪佛
兰旗下的全系产品都将推出极
具年轻、时尚、运动特征的Red-
line车型。明年，4款全新Red-
line车型就将率先与国内消费
者见面。此外，还将以平行进口

的方式引入全新Traverse以及
Traverse Redline车型，进一步
丰富雪佛兰“全功能”车系产品
型谱。

为体现雪佛兰新一代设计
风格，彰显百年品牌的运动精
神，全新 Redline 车型在轮毂、
进气格栅、车标以及车名标识等
显要部位，以红黑为配色选搭基
调，拥有极为抢眼的辨识度，散
发出酷炫的运动气质。

自2016年以来，雪佛兰开
启新一代产品的更新换代，推出
多款全球同步的全新车型，逐步
构建“高性能”与“全功能”的双
元产品阵容。至2020年，雪佛
兰还将陆续推出 11 款全新车
型。在产品全面变革的同时，雪
佛兰通过推出全新 Redline 车
型丰富产品谱系，全面植入年轻
化、时尚化、运动化的品牌特征，
从而进一步地提升消费者对于
雪佛兰的品牌感知。

自2015年底发布“梦·创未

来”品牌主张以来，雪佛兰依托
全球新实力，打造全新雪佛兰，
推出了包括迈锐宝 XL、全新科
鲁兹及科鲁兹两厢、第六代科迈
罗、探界者在内的多款全球同步
车型。伴随产品结构的逐步优
化，雪佛兰上升式调整已初显成
效。2017年在整个汽车行业增
长幅度仅3%的背景下，雪佛兰
今年1-10月取得了11.5%的同
比增长，累计销量超过 45 万
辆。未来，随着全新产品、全新
服务体验、全新网络以及全新品
牌形象的落地，雪佛兰正以更年
轻、更运动、更时尚、更科技的姿
态向着更高目标全速进发。

青年报 程元辉

11月17日，“豪华互联网新
能源轿跑”名爵6插电混动首秀
广州车展，以“爵不将就”的品牌
哲学，带来睥睨未来的强劲动力、
颜值表现、豪华配置和互联网驾
乘体验，为MG名爵新能源汽车产
品魅力开场，让心跳加速。

上汽“蓝芯+绿芯”45T黄金
混合动力组合带来最大功率
228马力、最大扭矩622牛米的
咆哮体验，兼具百公里综合油耗
低至1.5L的持家表现，动力强
劲、油耗超低，或行或停，皆是个
性。在全新名爵6“越级壕配”
的基础上，面向未来的名爵6插
电混动，进一步搭载电子旋钮式

换挡、10.1英寸高清互联大屏、
12.3英寸全液晶交互式虚拟仪
表盘，科技感爆棚；MG Pilot
（ADAS）高级主动驾驶辅助系
统，深度贯彻 MG 名爵 Safety
Fast驾乘理念，打造极致安全的
出行体验；APA 全自动泊车系
统，实现“手脚皆不用”的全自动
泊车体验；RCS遥控驾驶系统，
可通过手机APP遥控车辆低速
前进、后退、车辆转向，豪车配置
一应俱全，即刻开启“现在就是
未来的”驾乘体验。

名爵6插电混动的精彩亮
相，不仅将为市场带来一台“心
跳更加速”的新能源座驾，也同
步拉开了MG名爵作为“全球互
联智行引领者”布局新能源的序

幕。在名爵6插电混动2018年
上市后，“年轻人标配的首台互
联网SUV”名爵ZS的纯电动版本
也将于同年问世；2019年，新一
代中型SUV的新能源车型也将
上市；2020 年，最受期待的 MG
E-Motion纯电动版、豪华旗舰
SUV的插电混动版也将投放市
场，产品将覆盖轿车、SUV及高
端跑车市场。

广汽本田明星车型亮相广州车展

东风启辰T70：人性化智能化

传祺GM8：全球首发启动预售

上汽名爵6插电混动：“爵不将就”

雪佛兰：6款全新Redline车型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