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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车型一直是北京现代产品布局的重点，本
届车展除了新一代ix35，北京现代还重磅亮相了D
级新旗舰——全新索纳塔。作为第九代索纳塔的垂
直换代车型，全新索纳塔汇聚了现代汽车最新科技
成果和尖端技术，充满科技感、未来感，将刷新中高
级车价值标准，带给消费者颠覆性的感受。

全新索纳塔延续流体雕塑2.0设计风格，对进气
格栅、前后灯组等多达13处的外观进行升级优化，打
造出极具科技感、又充满激情的未来轿车设计方向；
以DAW驾驶员注意力警示、AEB等多项智能驾驶辅
助系统和科技配置，带来创新的前沿科技体验；以焕
新的2.0T发动机以及多元化的动力组合，为消费者
带来更加自由、澎湃的驾驶体验。 （夏厦）

新世代豪华汽车品牌DS，携第
二 代 产 品 的 首 款 车 型 DS 7
CROSSBACK 于上海车展完成国内
首秀。DS 7 CROSSBACK展示了DS
一如既往的精致感和卓越设计理念。
内饰提供五种独特风格，灵感源自巴
黎地标，在做工上引入了源于高级时
装的刺绣技术和奢侈品制表业的工
艺——珍珠缝线方式与纽索技术，展
示了DS精湛的法式工艺。高科技配
置上，DS 7 CROSSBACK配备了自
动领航驾驶系统，专有智能悬挂，更
是百万级豪车才能见到的强力配置。

发布会上，长安PSA营销副总裁
沈明均公布当红演员王凯成为DS品
牌新代言人。王凯作为一个实力派演

员不仅拥有出众的荧屏形象，同时他
也是一个敢于不同、敢于突破的鲜明
个体，这使得他与DS品牌前卫、创新

的品牌精神高度契合。为了欢迎男神
加盟，DS专门推出DS 6 So Paris限
量版车型，全球仅有50台。（刘爱妮）

全球首发的全新一代瑞虎5是此
次奇瑞参展阵容的“领衔花旦”。这款
车是奇瑞通过正向开发、依托SUV专
业平台T1X平台打造的第2款产品。
除了即将上市的全新一代瑞虎5，此
次上海车展还是奇瑞艾瑞泽、瑞虎两
大系列重磅产品全新升级后的集体
亮相，

奇瑞是目前唯一拥有“双平台”
产品的中国品牌车企。诞生了瑞虎7
的T1X平台，是由“大奇瑞”国际化研
发团队，融合捷豹路虎、观致技术开
发的专业SUV平台，也是中国品牌第
一个推出量产车型的自主研发平台。
而M1X平台是奇瑞正向开发的首款

轿车平台，将在未来几年内支撑起奇
瑞品牌A级与A+级轿车的开发生产
工作，并可延伸支撑7座MPV、混合动

力与纯电动等多种产品。未来，奇瑞
还将发布A3X和M3X两款平台，形成

“平台矩阵”。 （刘爱妮）

长安铃木骁途是以“都市家庭的最佳选择”
作为产品设计概念，为年轻三口之家打造的一款
全新小型SUV。新车结合之前S-CROSS概念车
的经典元素，其主要针对外观设计进行了调整，
采用了全新的直瀑式前格栅，镀铬处理的条幅和
格栅边框显得更加精致。与此同时，新车全新设
计的LED自适应前大灯与格栅相连，内部采用熏
黑处理，并融入了LED日间行车灯。

在动力方面，骁途将搭载1.4T/1.6L两款发动
机，其中1.4T发动机最大功率140马力，峰值扭矩
为22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1.6L发动机最大功率122马力，峰值扭
矩158牛·米，传动系统匹配5速手动或CVT无级
变速箱。此外，两种动力的高配车型均提供了四
驱系统。 （刘爱妮）

4月18日，最新中期改款的梅
赛德斯-奔驰新一代S级选择在中
国全球首发。

这次发布了S 350 L、迈巴赫
S 680和S 63 4MATIC+三款车型，
其中中国专属的迈巴赫S 680采用
了奔驰有史以来最高级别的命名。

中国是梅赛德斯-奔驰全球最大
的单一市场，S级轿车全球销量更有
30%来自中国市场，这也是新一代S级
轿车选择在中国进行首秀的原因。

新一代S级轿车承载了其历代
车型的卓越特质，并将其升华至崭
新境界。全新的路面扫描功能使得
车辆能够提前探查到前方颠簸路
况，并及时做出应对；“畅心醒神”

功能更是提供了6种预设模式，乘
客可以随心选择，体验到极度个性
化与全方位的感官舒缓尊享。

新车有多种动力组合，有全新
3.0T直列六缸汽油发动机、全新

4.0T V8双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
传动方面则匹配全新的9速自动变
速箱。此外，新一代S级还将衍生一
款插电混动版，纯电动状态下续航
里程为50公里。 （刘爱妮）

全新一代BMW 5系Li全球首
发。作为第七代车型，全新BMW 5
系Li和大获成功的上一代车型一
样，与标准轴距车型同步开发并进
行全球测试，轴距较标准轴距车型
增加133毫米达3108毫米，造就了
更宽舒的后排空间，同时针对中国
市场的需求进行了大量专门的调
校与测试以及豪华和技术装备的
提升。

全新BMW 5系Li应用了BMW
最新设计语言，动感、创新感与豪华
感浑然天成。带有BMW动态光束
技术的自适应LED大灯演化为新颖
的六边形设计，首次与进气格栅相
连接更显车辆的宽阔有力。基于智
能轻量化理念，车身共使用了30余
种材料，大量使用的铝合金部件与

超高强度钢高效搭配，大幅降低车
重而且再度提升车身强度，车身覆
盖件全部采用铝材制造，长轴距车
型整车减重最多达130公斤。

驾驶舱的设计延续了驾驶员导
向并充满现代科技感。最大面积的
屏幕组合是同级中的亮点：10.25英
寸中央液晶触控屏、12.3英寸的可
编程全电子仪表盘、面积增大70%
的全彩平视显示系统与7英寸后排

智能触控系统组合在一起。
全新BMW 5系Li应用了众多

越级而来的创新科技与配置，可提
供绝佳的豪华享受，例如，迎宾光
毯、通透的全景天窗与同级独有的
星空车顶；还有，拥有16种组合的环
境氛围灯、8种可调的高级香薰套
件、具有钻石高音扬声器的 Bow-
ers & Wilkins 环绕立体声等。

（刘爱妮）

华晨宝马亮出今年王牌 全新 BMW 5系Li首发

奔驰新一代S级全球首发

未来感升级 全新索纳塔刷新中高级车价值标准

DS7 CROSSBACK中国首秀 新代言人为王凯

长安铃木发布小型SUV骁途

奇瑞全新一代瑞虎5亮相

广告

全擎燃动 创领未来
广汽本田燃梦绽放2017上海国际车展

4月19日，备受瞩目的汽车年度
盛会———第十七届上海国际车展正
式拉开帷幕。坐标8.2号馆，简约科
技、璀璨魅力的Honda联合展台
上，广汽本田携Honda品牌全系车
型登场，尽显科技时尚的无限张力。

不坠青云之志，梦想笃定
前行。立足Honda、理念、Acura
三品牌矩阵，广汽本田在“让
梦走得更远”的全新品牌口号
引领下，通过更丰富的产品与
技术，与各领域消费者需求完
美契合，用强大的产品力诠释
“广本梦”的内涵。

本次上海国际车展上，广
汽本田旗下搭载FUNTEC技术
的全系车型悉数集结，涵盖A0
级、A级、B级、MPV、SUV各个
细分市场领域，阵容庞大，诚意
十足。其中，搭载SPORTHY-
BRID的新雅阁（Accord）锐混
动，以及在前不久广本之夜上
市的冠道（AVANCIER）240
TURBO成为广汽本田展台的
明星，吸引了众多媒体记者和
观众的驻足欣赏。

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与大
众环保意识的提升，追求科技环
保、绿色出行正成为当代社会精
英人群的主流汽车消费价值
观。而其中混合动力则是极契
合中国市场实际、满足用户低
碳环保出行需求的现实选择。
作为广汽本田首款国产混动车
型的新雅阁（Accord）锐混动，
凭借高科技魅力，上市至今，其
销量节节攀升，3月更实现销量
超1000台的夺目战绩！第一季
度终端销量已累计达到2,347台，
稳居中高级轿车混动车型销量
前列！赢得了追求绿色出行的精
英群体的高度认可。

新雅阁（Accord）锐混动
搭 载 Honda最 新 的 SPORT
HYBRIDi-MMD双电机混动
系统，能在电机驱动的“EV行
驶模式”、发动机和电机同时
运行的“混合动力行驶模式”
以及发动机直接驱动的“发动
机行驶模式”三种模式间无缝
切换，根据驾驶状态和油耗动

力性能选择最佳模式，实现全
球领先水平的燃油经济性和别
混动车型难以比拟的起步及提
速性能，刷新了消费者对混动
车型的传统认知。同时，年轻时
尚的内外造型设计、媲美豪华
车的舒适性和FUNTEC先进的
科技配置，全面提升了新雅阁
（Accord）锐混动的智能科技
感和价值感。

作为广汽本田重磅推出的
全新大型豪华SUV冠道（A-
VANCIER），自上市以来，以
技术豪华的差异化形象和远超
同级的尖端产品力，迅速赢得
消费者的认可，至今收获订单
超过3.3万台，树立大型SUV市
场价值的新标杆。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体验到
冠道（AVANCIER）“强大而
优雅”的尖端魅力，在前不久
的广本之夜上，冠道（A-
VANCIER）240TURBO为 梦
想而来，以超强产品价值与冠
道370TURBO形成巨大合力，
重塑SUV市场竞争新格局。冠
道（AVANCIER）240TUR-
BO搭载Honda最新的SPORT
TURBO 1.5L高效率涡轮增压
发动机，配以CVT无级变速器，
最 大 功 率 达 到
142kW/5600rpm，最大扭矩达
到243N?m /2000-5000rpm，具
备傲视同侪的动力输出。同时，
顺应体现年轻时尚形象的白色
风潮，新增具有都市气息的太
空银外观色，和深受年轻人喜
爱的皓月白内饰两个专属颜
色，全面响应消费者对时尚多
元的渴望。

未来，冠道240TURBO与
370TURBO将共同实现对
SUV市场纵横双维拓展，全面
满足更多城市创享者渴望豪华
驾驭的梦想。

为了实现汽车行业的终极目
标，自动化和电动化成为今后汽
车的发展方向。在本次上海国际
车展上，Honda品牌明确了未来电
动化、智能化的技术战略路线，在
Honda全球化战略的指导下，未来
将加速在中国市场的电动化脚
步，以先进的技术描绘中国汽车
生活。

作为一家创造移动文化的企
业，广汽本田始终汲取“The
PowerofDreams”的Honda品牌
精神，不断感知消费者的梦想，导
入搭载SPORTHYBRID的新雅
阁 （Accord)锐混动，以及搭载
SPORT TURBO的 全 新 冠 道
（AVANCIER），完成了覆盖直喷
自然吸气、混合动力、涡轮增压的
全擎动力布局。面向未来，广汽本
田将依托Honda的领先技术，加速
导入源自Honda的混动车型，夯实

全擎动力的产品布局，在不妥协
驾驶乐趣的同时，带来更具智能
化和科技化的尖端体验。此外，在
新能源领域将加快纯电动车和插
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的导入，有效
应对更严格的能源法规和油耗标
准，助力消费者实现蓝天下驰骋
的梦想。

与此同时，面对消费者渴望智
能化、网联化的汽车梦想，广汽本
田也在积极行动，将FUNTEC的安
全技术HondaSENSING、舒适技
术HondaCONNECT导入到多款
车型上。其中，HondaSENSING
（安全超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开创主动安全技术新标准，也朝着
“零事故社会”愿景再迈进一步。
而HondaCONNECT智导互联系
统，完美契合互联网时代生活方
式，为用户带来更凸显科技价值的
人机互动体验。

随着企业品牌口号的更新，广汽本
田明确了作为“梦想同行者”的角色定
位，惟愿不忘初心回归根源，始终关注和
聆听消费者最真实的需求。“以梦想的
力量为本、以极先进的产品和科技让消
费者实现理想中的未来，创造实实在在
的可能性”，广汽本田将以梦为擎，围绕
企业与消费者的各项触点，持续开展全
面的品牌激活行动。

品牌传播方面，广汽本田将以更年
轻、更时尚、更具活力的品牌形象，刷新
消费者认知，传递以实现梦想为目标的
品牌信息。

营销活动方面，广汽本田将持续开
展艺术营销、娱乐营销、时尚营销、品味
营销等，让消费者充分体验广汽本田年
轻于心的品牌魅力。同时，也将继续加码
梦想的力量，陆续推出新雅阁锐混动的
实证营销和全新冠道的尖端体验营销，
让消费者充分体验产品的超凡魅力。另
外顺应市场潮流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将以大数据驱动，准确抓取潜客的个性
需求，制定精准的营销战略，给予顾客更
优质的产品体验。
在企业公益方面，广汽本田始终积

极围绕“节能环保”、“汽车安全”两大
主题持续投入，开展内蒙古植树活动，践
行广汽本田“让孩子的天空更蔚蓝”的
企业环保口号。同时，联合交警和社会公
益机构，继续举办交通安全亲子系列活
动，以期减少青少年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以实际行动描绘人与自然、人与汽车和
谐共存的美好愿景。让“广本梦”根植于
健康、美好的土壤，有根可依，行得更远。

广汽本田将持续深化“让梦走得更
远”的品牌口号，满足消费者的刚性需
求及情感需要，为广大消费者实现梦想
提供无限可能。
在追逐梦想的征程上，广汽本田始终

与消费者并肩。不管时代变幻，坚守汽车
梦想，矢志与顾客相伴同行，这一切都是
广汽本田从未改变的品牌DNA。 （夏厦）

■新雅阁锐混动、冠道领航梦想驰骋

■科技创领未来，
广汽本田点燃电动化梦想

■持续激活品牌形象，
与顾客梦想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