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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 程元辉

9月21日晚，汇聚千余数名
车主嘉宾的“北京汽车绅宝智行
上市发布会”在中国国际会展中
心盛大举行。AI机器人小绅与
绅宝智行零距离碰撞，上演了一
场AI邂逅汽车的文化盛宴，生
动演绎了“AI 时代 SUV”——绅
宝智行带来的“智慧驾享”的诱
人魅力，勾勒出了未来汽车“智
慧出行”的潮流所向。

定位AI时代SUV
当晚，为新智一族量身打造

的北京汽车绅宝智行正式全国
上市。新车共推出了6个版本
的车型，并提供了5种外观颜色
与3种内饰颜色供用户选择，官
方 指 导 价 为 7.99- 11.99 万
元。

定位为“AI 时代 SUV”的绅
宝智行，是北京汽车2.0时代的
首款SUV车型，也是业内首款以
AI技术为核心定位的车型。和
同级车型相比，绅宝智行具有
OFFSAPCE动感外观、AI技术、奔
驰风格、SAAB操控四大差异化
优势，将带给消费者与传统汽车
截然不同的“智慧出行”新体验，
引领“智慧出行”新潮流。

绅宝智行的造型设计，采用

了北京汽车最新的OFFSAPCE家
族化设计语言。当OFFSPACE与
象征着智慧科技、光明未来的

“智行蓝”相遇，绅宝智行的外观
整体呈现出科技时尚、动感前卫
的设计风格。

整合多项业内领先的AI技
术，是绅宝智行面对同级产品的
最大亮点与优势。新车整合了
AI行车顾问、AI语音助手、AI安
全卫士三大AI技术，打造业内
领先的“AI智行系统”。

整合北汽造车优势资源
绅宝智行还传承了萨博“贴

地飞行”的操控基因和“以驾驶
者为中心”的操控理念，带来远
超同级的驾驶乐趣。底盘方面

在传承萨博先进底盘平台技术
的基础上，由英国米拉进行专业
调教；采用蒂森克虏伯第三代电
动助力转向系统，配合后轮随动
转向系统，转向轻盈精准；制动
性能提升5.64%，为驾驶者带来

“人车合一”的操控安全。
在舒适性与安全性方面，绅

宝智行也处于同级领先水平。
绅宝智行车身长 4480mm，宽
1837mm，高 1680mm，宽度居于
同级之最，2665mm的轴距同级
最长，打造出了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双十字”舒适空间。

凭借上述全方位的竞争优
势，绅宝智行入市后将成为A级
SUV市场强有力的竞争者，引领
未来汽车“智慧出行”新潮流。

青年报 车键

九月，夏季的骚动尚未散
尽，金色的丰收正在来临，中秋
团聚的气息温热又浓郁。在这
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时节，“亲子
出游”才是这个月份的正确打开
方式。而高颜值、大空间、能应
付各种路况的启辰T70，则是亲
子出游的最佳选择。

不仅要面也要空间大
作为一款居家旅行必备

SUV，启辰T70凭借其超高颜值和
超大空间得到了众多中国家庭
的青睐。它的外观设计简约却
不简单，充满力量感；全新设计
语言的塑造，使车辆整体线条显
得简洁流畅。尤其是启辰T70炯
炯有神的鹰眼式前大灯，搭配
LED日间行车灯，让整车极具辨
识度，犀利的雾灯造型也为整车
的外观设计加分。每一次的全
家出行，都会成为聚光的焦点。

如果说秋游途中高颜值的外
观所带来的高回头率是面子层面
的享受的话，那么内部的空间大
小则是“谁用谁知道”的内在享
受。在储物空间方面，启辰T70
拥有5座大承载空间，通过后备
箱的灵活调节和后排座椅的按比
例折叠，启辰T70的后备箱容积
可达到534L，秋季出游时无论是
小朋友的可折叠式推车还是秋游
帐篷、行李箱等，都能轻松放下。

超大的空间，让家人在车
里也能尽情的欢声笑语，而启
辰 T70 靓丽的外形，也能作为
你出行拍照凹造型时的时尚背
景，如此舒心愉悦的乘坐体验，
岂不快哉？

舒适安全很重要
安顿好空间分配问题，亲子

旅途中的舒适是另一个重点。
在这一方面，启辰T70也让人很
省心。启辰T70的底盘源于日
产全球C平台，并根据中国路况
进行了调整，采用前麦弗逊后多
连杆悬挂的组合，并且配备EPS
电控随速助力转向等配置，令车
辆在通过不平整的路面时更为
舒适，回程时可让“熊孩子”在车
上安静地睡上一觉。

而在行车安全方面，启辰
T70也有自己的法宝，“3D全景
式监控影像系统”就是它的法宝
之一。借助于安装在车身隐蔽
处的四个超广角摄像头，启辰
T70能够实时监控车身周边的
场景变化，再加上高科技内置芯
片、更高级的成像算法，可以呈
现出优质的全新3D立体效果，
让亲子出游行车更安全。

如此看来，装载了3D全景式
监控影像系统的启辰T70，可以让
那些时常感觉带着“熊孩子”出行
不方便的家庭“把心放在肚子里
了”，这些人性化的设计，即使是新

手，也能熟练操控，完全不用担心
一趟完美的金秋假期会被破坏。

实用科技更省心
漫长的乘车时光，如果什么

事情都不做的话，就算是大人也
会觉得无聊。互联网时代，关上
车门绝不意味着和世界隔断联
系，启辰T70以实用的科技配置
为全家带来便捷体验。通过启
辰车载APP一键开启音乐播放
功能，给孩子播放一些喜欢的儿
歌、乐曲、有声故事书，让车上的
氛围立刻变得轻松愉悦起来，再
也不用担心孩子因坐车无聊秒
变“熊孩子”，出行变得更轻松。

另外，我们还可通过中控台
7英寸彩色触控屏幕轻松实现
上网、导航等功能，让一路随行
的驾乘者尽享前沿智能科技。

作为一款居家旅行必备的
SUV，启辰T70无论是在空间、性
能还是舒适性方面都能表现得
游刃有余，很好地满足了中国家
庭的用车需要。这个中秋国庆
假期，相信有了启辰T70的实力
相伴，必定会收获一段温馨、愉
悦、难忘的亲子时光。

带上孩子去撒野
启辰T70伴你玩转金秋亲子游

青年报 车键

9月20日，一场以“双不限·
两巨省”为主题的创意H5线上
发布会，揭开了广汽新能源
2019款GS4 PHEV上市的序幕。
作为超牛插电式主流SUV，新车
在继承现款车型高颜值、大空
间、低油耗、高品质等实力基因
的基础上，全面焕新而来。

新车推出智享版、尊享版共
计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19.68万元-20.68万元，扣除补
贴后售价区间为 16.38-17.38
万元（以 2018 年深圳为例，国
家+地方购置补贴最高 3.3 万
元），性价比进一步提升，购车更
送充电桩并免费安装。

作为插电式混动新能源车，
2019款GS4 PHEV拥有不限牌、
不限行的优势。其不仅可使消
费者彻底告别漫长的摇号期，也
无需参与拍牌，直接就能上新能
源绿色车牌，还可全免购置税、
车船税，免受限行困扰，在城市
中畅行无阻。

此外，2019款GS4 PHEV还
可以给消费者带来购车巨省钱
和用车巨省钱的实惠。除了节
省9万+的车牌竞拍费用（以上
海为例）、直接减免1万以上的
车辆购置税外，消费者在购车时
还可享受国家加地方最高 3.3
万元的购车补贴（以深圳为
例）。该车搭载ATK阿特金森发

动机与带增程模式的G-MC机电
耦合系统的黄金动力组合，百公
里综合油耗低至 1.6L，纯电续
航里程高达58km。在发动机与
电动机的完美配合下，单次续航
超600km，相当于开车从广州到
长沙只要一箱油就够了。

作为年度改款车型，2019
款GS4 PHEV在“爆款”实力的基
础上，产品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次上市，新车的变化主要集中
在外观方面，新车在现款车型

“高颜值”的基础上进行了多达
10项外观升级。其中，在前脸
造型部分，新车采用了矩阵式全
LED前大灯、新式前格栅、新家
族式前保险杠、新式“L”型日间
行车灯、新式六边形下进气格
栅、新式运动风前保险杠下护
板。通过外观的全面焕新。

依托于广汽集团的强大技
术研发实力，广汽新能源赋予了
2019款GS4 PHEV中国汽车业界
独有的领先技术——“双擎三
模”插电式混合动力，即发动机、
电动机“双引擎”以及纯电、增
程、高速混动三种动力模式，领
跑中国汽车技术研发领域。

装备在 2019 款 GS4 PHEV
上的是目前国内唯一实现量产
且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自主研
发ATK阿特金森发动机，达到中
国汽车产业新高度。带增程模
式的真正混合动力技术，使其能
用电就不用油。

北京汽车绅宝智行演绎AI时代

广汽新能源
2019款GS4 PHEV心动来袭

青年报 于诗婕

9 月 20 日，备受瞩目的首
款合资互联网SUV，东风雪铁龙
云逸在杭州正式上市。新车提
供互联和非互联版、350THP 和
230THP两个排量，四种颜色、7
个款型，售价 10.98 万-15.98
万元。

相比成都车展上公布的
11.58万元起的预售价，此次东
风雪铁龙云逸起售价格一步到
位到10.98万元。除了令人心
动的售价，东风雪铁龙还针对首
批2018年交付的前10000名车
主提供 5 重无忧礼遇：包括 24
期0利率、3年交强险免费、3年
或10万公里保养免费、350THP
享 5000元购置税补贴、互联版
基础流量终身免费（以上均不包
括逸尚版）。

当前85后、90后已经成为
汽车消费主力。作为与互联网
共同成长的一代，对互联有特别
需求的同时，他们追求潮流，讲
求个性，拒绝平庸，注重品质。
而东风雪铁龙云逸作为一款专
属年轻人的互联网SUV，以其超
高智能、超高颜值、专属定制、专
属舒适，全方位对接“互联网原
生代”的多元化、个性化、品质
化、智能化的需求。

主攻年轻消费市场，互联属
性必须强大。东风雪铁龙云逸
正是一款更智能、更人性化的互
联网SUV，能够全方位满足当下
年轻人对车的各项需求。

东风雪铁龙云逸之所以被
称为合资首款互联网SUV，是因
为其是合资品牌中第一个搭载
与阿里巴巴战略合作的 AliOS
斑马智行系统的车型。众所周
知，AliOS斑马智行系统是当前
最先进的车机系统。通过与东
风雪铁龙的深度定制，云逸的
AliOS斑马智行系统拥有远程车
辆控制、智能语音控制、阿里服
务生态以及外部智能设备接口
四大功能模块。

同时，适应年轻一代消费者
个性化的需求，东风雪铁龙云逸
还提供丰富的外观颜色选装，可
以对行李架、后视镜、大灯装饰
圈、轮毂盖、侧面防擦条等5处
进行选装配色。同时，还可以提
供个性铭牌的定制，让云逸成为
打上车主个人烙印的专属座
驾。真正让爱车独一无二，行走
于大街小巷，不必担心有“撞衫”
的风险。

相比先期上市 T-ROC、C-
HR、奕泽等竞品高不可攀的价
格，东风雪铁龙云逸可谓诚意满
满，竞争力十足。

首款合资互联网SUV
东风雪铁龙云逸正式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