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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车键

4 月 8 日，专业智领 SUV 全
新逍客Qashqai在沪上市，共推
出 3 款车型，市场指导价为
15.49万元—18.59万元。作为
畅销十余年，赢得逾百万车主信
赖的15万级专业城市SUV，东风
日产全新逍客以智行领先行，以
匠心创精心，汇集10大同级领
先技术与36项专业升级体验，
全面回应消费者需求。

别致外观
新一代V-Motion设计语言

全新逍客采用了彰显动感
与活力的新一代V-Motion设计
语言，加宽的V型镀铬饰条配合
全新设计的进气格栅，大大加强
了视觉冲击力与辨识度，将
NISSAN家族式的力量美学演绎
得淋漓尽致；凌厉动感的LED组
合前大灯结合熏黑回旋镖式
LED 尾灯，使整车光感更富张
力，尽展都市魅力风范，同级尺
寸最大的19英寸轮毂，运用精
致切削工艺与五辐式镂空设计，
让运动感与时尚感相得益彰，也
为优异的性能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空间。

为了给消费者营造更加通
透的车内采光效果，带来开阔舒
适的乘坐感受，全新逍客拥有
0.83m2的同级最大EYE-MAX通
览式全景天窗，新增的日产全新
沟通车色“幻影蓝”，也为消费
者提供更丰富的购车选择。

精致内饰
打造高档轻奢舒享空间

全新逍客内部空间整体采
用精致的软皮革高档面料，并新
增致雅内饰选项，强势提升整车
品质感与档次感，Multi-Layer
人体工学3D体感真皮座椅，全

新设计的3D面套包裹高度贴合
人体并提升支撑力，三重舒适结
构能够有效缓解驾驶疲惫感，搭
配电动调节与电动加热功能带
来舒适升级的同时，尽显奢华气
质，让旅途更加愉悦，一路尽享
安适与惬意。

集成实现语音通话、多媒体
调控、一键唤醒、在线语音等日
常便捷功能，全新逍客采用豪华
车标准的D型多功能真皮方向
盘，融合个性化设计，有效地扩
充驾驶者的腿部空间，并配以
smoothleather 高档皮料包裹，
带来前所未有的手感提升；新增
后排空调出风口与后排USB，人
性化设计全面强化驾乘体验。

高效动力
步入国六标准新时代

全新逍客搭载 2.0L MR20
缸内直喷发动机，采用缸内直喷
系统配合11:7高压缩比设计，
带来高效能、低油耗的优异表
现，e-VTC可变气门正时系统，
根据发动机转速的变化，合理调
整发动机进气，降低油耗的同时
有效提升动力性能；配合带7速
手动模式的新一代XTRONIC CVT
变速箱，于自动与手动之间自由
切换，兼顾驾驶乐趣和灵活便
利，让驾控更加随心自在。值得
一提的是，采用全新发动机技术
的全新逍客，百公里油耗达到
6.0L，相 比 上 一 代 油 耗 降 低
13%，并且全系车型对标真国六
排放标准，让出行更环保，购置
更保值。

除此之外，全新逍客还全系
搭载了EPB电子驻车制动系统，
取代传统手刹实现轻松驻车与
起步功能。在行驶过程中，持续
拉起EPB的开关，可以实现紧急
制动，且制动过程防抱死，有效
保障驾乘者的安全。

青年报 程元辉

4月16日，梅赛德斯-奔驰
将携旗下十余款首发车型登陆
2019（第十八届）上海国际汽车
工业展览会。届时，梅赛德斯-
奔驰GLB概念车将于车展期间迎
来全球首发，为广大新生代客户
呈现充满无限想象的精彩生活。

GLB概念车全球首发
本届车展，梅赛德斯-奔驰

GLB概念车将迎来其全球首发，
以硬朗有型的设计和细分市场
中前所未有的7座布局，开创全
新格局。精彩，即将“7”程！

全新AMG A 35首发
作为AMG 35系列进入中国

市场的首款车型，同时也是梅
赛德斯-AMG 新生代家族在中
国市场的第 4 款性能车，全新
梅赛德斯-AMG A 35运动轿车
将迎来全球首发，为梅赛德斯-
AMG 开辟全新细分市场。225
千瓦输出功率，400牛·米峰值
扭矩，配合带有弹射起步功能
的AMG SPEEDSHIFT DCT 7速运

动型双离合器变速箱将为追求
性能的中国新生代车迷打开充
满纯正驾驭乐趣的全新世界。

全新EQC纯电SUV首发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电动

科技品牌EQ旗下首款车型，全
新 EQC 纯电 SUV 承载了汽车发
明者百年的品牌积淀和造车工
艺，以及一以贯之的安全性。
它凭借全新的“先锋豪华”设计
美学和奔驰尖端的智能科技，
并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电动车
出行相关的全方位无忧服务，
满足并超越客户期待。为电能
赋予智慧，EQC纯电SUV为你而
来，心意满满，让智能电动出行
触手可及。

全新GLE SUV中国首发
自 1997年开创豪华SUV细

分市场，历经20余载四代更迭，
全新GLE SUV以“感性·纯粹”理
念的最新表达将优雅与力量、情
感与智能、硬朗与前卫完美融合，
并铸造出创新升级的豪华舒适空
间，尽展追求卓越并不断进化的
开创者风度。48伏智能电机系
统、智能魔术车身控制系统、智能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脱困辅助系
统等创新科技协力铸就强者态
度，未知前路亦视作万里平川。
MBUX智能人机交互系统以及全
面升级、迈向自动化的驾驶辅助
系统以前沿智能展露远见者高
度，在洞悉表象之后全面护航。

青年报 于诗婕

LEXUS 雷克萨斯将于 2019
上海国际车展，迎来旗舰家族
新成员——豪华MPV全新雷克
萨斯 LM 全球首发。这是继旗
舰级豪华轿车LS、旗舰级豪华
GT轿跑LC、全尺寸豪华SUV LX
和豪华游艇LY之后，LEXUS雷克
萨斯推出的第五款旗舰产品。

LEXUS 雷克萨斯将东方造
车哲学的温度融入全新LM，打
造与驾乘者心意相通的MPV崭
新风范。以匠心雕琢的精湛工
艺、舒适非凡的乘坐感受、宾至
如归的座舱氛围，为探享家呈现
兼融放松身心、静思冥想、启迪
灵感的心灵居所。2019年4月
16日，与您相约上海国际车展，
一起“领未见·探非凡”。

奔驰将携十余款首发车型亮相上海车展

Teramont Coupe版、全新一代Polo Plus即将首秀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实力阵容亮相
4月16日，2019第18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即将盛大开幕。上汽

大众大众品牌将携强大实力展车阵容亮相国家会展中心（上海）5.1号馆与1
号馆。其中，Teramont Coupe版、全新一代Polo Plus、e-Lavida朗逸电动
版与T-Cross将重磅亮相，值得重点关注。 青年报 于诗婕

首款Coupe SUV动感来袭
Teramont Coupe版是大众

全球首款Coupe SUV，也是开拓
全新细分市场的力作。作为
Teramont途昂的运动版衍生车
型，新车在设计上大胆创新，兼
具强健硬派外观与风尚动感风
格，运动气息十足。家族式的霸
气前脸、全新流畅优雅的溜背造
型、焕然一新的尾部设计，将使
其成为一部十足吸睛的大座
驾。而富有档次感与科技感的
内饰及诸多豪华装备，也会让观
众眼前一亮。

两厢车典范全面越级
全新一代Polo Plus源于已

在海外上市的最新款Polo。海外
的 Polo 车型曾获得德国《Auto
Motor und Sport》“最佳汽车”以

及Plus X Award“年度产品”等奖
项。载誉入华，全新一代 Polo
Plus将迎来车展首秀，并在展期
内与公众见面。新车基于MQB平
台生产，不仅在车身尺寸上全面
升级，而且在造型设计、驾控享
受、科技配置等方面均有越级表
现。此次全新一代Polo Plus越
级而至，将重新定义两厢车标准。

e-Lavida朗逸电动版首秀
在新能源领域，3月亮相的

上汽大众首款纯电动轿车 e-
Lavida朗逸电动版备受期待，其
将在本次上海车展与公众见
面。Lavida家族已经赢得超过
400万消费者的信赖，是国内最
为畅销的轿车。作为Lavida家
族的全新成员，朗逸电动版采用
大众品牌最新纯电动车型专属
造型设计元素，汇集了大众汽车

领先的新能源技术与全新一代
朗逸出众的产品基因。凭借领
先的“德系三电技术”、可靠的安
全性能及丰富的驾乘乐趣，朗逸
电动版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具品
质的都市高效出行体验。

本届上海车展的主题为“共
创·美好生活”，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将展示雄厚的产品矩阵与领
先的技术实力，满足消费者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SUV阵容方面，
途昂、途观L、途岳以及T-Cross
将共同呈现SUV家族的全新面
貌与强大实力。轿车矩阵中，由
辉昂领衔，全新一代帕萨特、全
新凌渡与全新一代朗逸等明星
车型将悉数亮相，展现轿车的十
足魅力。而在新能源领域，途观
L插电式混合动力版与帕萨特
插电式混合动力版也将联袂登
场，一展创新科技。

全新逍客上市
售价15.49万元-18.59万元

旗舰级豪华MPV

全新雷克萨斯LM全球首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