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能源领域，江淮
此前凭iEV4、iEV5等纯电
动轿车产品获得了良好的
市场反响。在本届车展上，
江淮新能源继续发力，全新
车型iEV6S正式亮相。基于
多年迭代研发的核心技术
积淀，江淮iEV6S在驾乘感
受与续航能力上都有不俗
表 现 ，在 城 市 工 况 下 ，
iEV6S 续 航 里 程 高 达
300km，综合工况下也能达
到250km，极大提升了用户
的出行半径。智能化方面，
包括远程遥控充电、远程遥

控空调、蠕行、电子驻车
（EPB）等多项先进技术也
使用户提前享受具有未来
感的用车体验。此外，江淮
与三星电池、普天新能源分
别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一方
面在以iEV6S为代表的纯
电动车型上集成寿命更长
动力更稳定的高性能三元
电池，另一方面为用户实现
配套的充电设施安装及售
后服务，并开拓江淮全国充
电网络，成为国内现阶段最
成熟的纯电动汽车出行方
案。 （刘爱妮）

2纯电篇
1混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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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广州车展上，吉利汽
车正式推出了首款高性能
纯电动车型——帝豪EV。
新 车 售 价 22.88~24.98 万
元，可享受最高10.8万元
的政府补贴。帝豪EV综合
工况续驶里程为253公里，
60公里/小时等速续航里
程可达330公里。帝豪EV
续航里程及相关性能指标

符合国家纯电动车最高档
补贴标准，根据国家财政
补贴标准（2015年），国家
补贴5.4万，大部分地方按
照国家相同比例进行补贴
5.4万。例如广州，帝豪EV
可直接享受10.8万（各地
补贴金额会有小幅差异），
最低购车价格为12.08万~
14.18万元。 （夏厦）

这些车
是不一样的混动

BMW品牌旗下首款插电式混合
动力豪华运动型多功能车——全新
BMW X5插电式混合动力完美呈现
了源于BMW i品牌的eDrive创新电力

驱动和BMW xDrive智能全轮驱动系
统两大科技的技术优势，在动力提升、
整体续航里程更长，且燃油消耗和排
放大幅降低的同时，保持了传统内燃
机车型灵活、宽敞、奢华的车内空间和
出色的运动性能，建议零售价格为
92.8万元。全新BMW X5插电式混合
动 力 整 合 了 一 台 2.0 升 TwinPower
Turbo双涡管单涡轮增压发动机和一
台同步电动机，系统功率达到230千
瓦/313马力，百公里加速仅需6.8秒，但
燃油消耗却显著降低，它的百公里综
合工况油耗低至3.9升，车辆的综合续
航里程超过800公里。 （刘爱妮）

BMW X5插电混动车型：混起来，真的省

广汽集团此次在广州车展上重点发布了新能
源汽车领域的全新战略与布局，除了GA3S PHEV、
GA5 PHEV等混动车型以外，还全球首发了纯电概
念车EV Coupe、GS4 EV纯电动版甚至还有五羊本
田新能源电动摩托车。其中GA3S PHEV拥有插电
式混动（PHEV）和增程式（REV） 两种驱动模式，搭
载自主研发的1.5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和G-MC
（GAC Mechatronic Coupling）机电耦合系统，0到百
公里加速时间仅8.9秒，最高车速达到180公里/小
时；GA3S PHEV最大纯电续航里程超过100公里，总
续航里程大于500公里；液冷电池系统及先进油冷
电机为GA3S PHEV提供了充沛的动力和极强的节
油性能。 （刘逢源）

广汽传祺GA3S PHEV：
咱家大，啥都有

雷克萨斯中大型豪华运动
轿车新GS在广州车展完成了其
中国首秀。在延续了之前强大的
运动性能与豪华品质的基础上，
新GS在外观设计与动力系统上
做出了重大突破。更重要的是，
作为全混动豪华运动轿车的领
导者，新雷克萨斯GS450h车型搭
载了3.5升V6高性能发动机，协同
200马力永磁同步电机共同驱动
车辆，系统综合马力可达345马
力，0~100公里加速时间5.9秒。在
实现迅猛加速的同时，更能实现
低至6.7升/100公里的综合油耗。

雷克萨斯GS450h：
全混动豪华运动轿车

索九混动版是北京现代首款搭载GDi发动机的混
合动力车型。Nu2.0 GDi缸内直喷发动机115KW/189
牛·米的动力数据可以媲美目前市场上更高排量的同级
别产品；高性能永久磁铁式电机马达的采用，使其拥有
38KW/205牛·米动力数据。同时，尖端革新的混合动力
系统为混动版车型提供了极佳的燃油经济性，百公里油
耗仅为4.8L，在同级车型中拥有绝对优势。设计方面，新
车采用iconic style理念，更加锋利独特的前脸造型，内
敛精湛的立体感和均衡的线条比例，体现节能环保的蓝
色主调内饰设计，突显了新能源车的专属特征。空间方
面，通过合理的设计，实现了430L同级别最大的后备箱
容积。同时，适用车道偏离提醒、智能巡航等多项智能配
置，为用户提供安全、便利的驾乘体验。 （夏厦）

“中国首款新能源中高级轿车”，这
是上汽荣威E950于广州车展正式发布
时的定位。作为上汽首款搭载“蓝芯”和

“绿芯”双技术品牌的战略车型，荣威
E950拥有“最低1.7L百公里油耗、600km
综合续驶里程”的数据。作为中国首款插
电式混合动力B级车，荣威E950采用全
时全混三核驱动技术，可以自动判断动
力源的输出，在任何工况下都有良好的
节能表现。早在2009年国家新能源汽车
战略发布之时，上汽就积极响应，率先布
局新能源汽车产业。迄今为止，上汽在新
能源汽车研发上的投入已逾60亿元，并
自主掌握电驱、电控、电池的“三电”核心
技术。除了私人市场外，荣威E950还着重
定位于公商务市场。 （桑田）

特斯拉，懂吧？
这些车和它一样“纯”

荣威E950：
首款新能源中高级轿车

北京现代第九代索纳塔混动版：
北现首款混动车型

江淮iEV6S：
电池解决了，一口气能跑300公里

吉利帝豪EV：
光补贴都要领10.8万

雷克萨斯ES200：
豪车市场的诚意之作

为了让中国消费者能够享受到
更多的实惠，LEXUS雷克萨斯还针
对ES200推出“轻松金融525计划”，
首付50%，尾款分期12个月，利率只
有2.99%，最低月供只需405元。不仅
如此，LEXUS雷克萨斯还针对有车
一族推出置换政策，无论您拥有任
意品牌汽车，只要参与置换ES200，
即在获评估价的基础上，再赠超值
厂家补贴；而雷克萨斯老车主再购
或置换ES200，还能尊享更多叠加惊
喜！即日起至12月31日，凡购买
ES200的消费者均可享受上述两项
优惠政策。

ES200在造型设计方面，无不体

现其作为豪华车型的典雅与高贵，
源于东方底蕴的设计灵感，使其呈
现出与自然交相辉映的低调奢华之
美。不仅如此，丰富的人性化便利配
置更让驾乘者在享受舒适的同时感
受尊贵体验。ES200采用10向电动可
调节带腰部支撑的前排座椅，带
Nanoe微水离子技术的双区域独立
控制自动空调系统、8英寸WVGA液
晶显示屏、旋钮式信息操作系统、以
及带引导功能的倒车影像监视系统
等智能配置，让驾乘者随时随地享
受VIP级的尊贵服务。

不仅如此，ES在安全配置方面
也做到高低配车型一视同仁。ES200

配备了10个SRS空气囊、BA制动力
辅助系统、EBD电子制动力分配系
统、TRC牵引力控制系统、VSC汽车
稳定控制系统、制动优先系统、
TPMS胎压监测系统、防盗报警系统
等完备的主被动安全配置，实现给
驾乘者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作为LEXUS雷克萨斯对中国市
场的诚意之作，ES200在品质工艺、
配置完备性、金融政策、售后服务等
多方面，均给中国消费者带来不少
惊喜。ES200每一处细节的匠心斟酌
成就了其极高的性价比，也将使其
成为30万进口豪华轿车市场中的上
佳之选。

今年8月，LEXUS雷克萨斯ES系列改款上市，其中为中国消费者量身打造的ES200让不少人眼前一亮。这款
搭载2.0升双燃油喷射系统高效发动机车型，不仅拥有原装进口品质保障，还特别为中国消费者申请获批29.8万元
的诚意价格，首次打破LEXUS雷克萨斯进口中大型豪华轿车30万元价格底线。同时为确保用户安枕无忧，LEXUS
雷克萨斯针对汽油动力车型始终提供4年10万公里免费保修保养的售后服务政策，尽显LEXUS雷克萨斯对中国消
费者的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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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品质检验
东南DX7
频为国家级活动保驾护航

上市才三个月，东南DX7单
月订单已破万，累计订单已近3
万，全年订单预计将达到5万，得
到广大消费者青睐，更成为诸多
活动的指定用车。这些高规格活
动选择由东南DX7为其保驾护
航，展示出东南DX7的产品实
力。

传递青春正能量
V5plus摇滚版荣耀上市

广州车展上，东南汽车正
式发布新产品V5plus摇滚版，
这是一款为年轻时尚一族特别
打造的车型，以前卫美学将摇
滚精神全面呈现，售价仅为
8.39万，与相对应版本车型相
比，增配不增价，让消费者在同
等条件下，得以享受更为个性
化的配置。

V5plus摇滚版通过外形，
内饰，配置，安全，动力上的五
大升级，打造越级品质。Pioneer
先锋低音炮、一体式运动座椅、

三菱先进科技动力系统、时尚
摇滚三色拉花都是这款车特有
的标签。

改装品牌极速工场激情来展
经典重现三菱新翼神
揭开黑白复刻版神秘面纱

广州车展上，三菱品牌同
样亮点众多，延续了三菱“运
动、个性、潮”的核心价值，三菱
品牌还特别推出了个性化汽车
改装品牌———“Xworks极速工
场”。推出极具原厂品质，多元
化的改装产品和车型，并将与
TEIN、DZ等高端改装零件厂商
展开合作，为消费者提供从零
部件到整车，有品质保证且值
得信赖的不同选择。

本届车展，三菱新翼神还
推出经典色系黑白双色复刻
版。该车整体采用黑白经典双
色元素设计，以强烈的颜色对
比呈现给消费者一款时尚简
约的格调座驾。此外，还增加
了8吋触屏导航系统，提升了
驾驶便利性。

20载积淀再启程
东南汽车印证国际品质 双品牌力作再搏车市

广州车展，东南汽车携东南、三菱
双品牌，以“激·活新我”为主题出击，
并在企业成立2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
双品牌均推出重磅改款车型———东南
V5plus摇滚版和三菱新翼神黑白复
刻版，并设立东南DX7“一带一路”展
示专区及Xworks极速工场改装区。
今年以来，以东南汽车首款战略

级SUV———DX7上市为起点，东南汽
车精品化、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全面升
级。东南DX7的设计开发拉开了与世
界著名设计公司宾尼法利纳合作的序
幕，目前双方正有序开展各级别多款
产品研发工作。以自身20年品质积淀
为基础，结合三菱SUV造车技术，开展
国际化合作、整合国际化资源，东南汽
车产品3.0时代画卷已加速展开。

20年新征程
东南汽车延续精品化+差异化战略

20年来，东南汽车始终将“品质为基，以
人为本”的匠心精神作为立足于中国汽车市
场的根本。东南DX7作为战略产品，既承载
了东南汽车过往20年造车经验之大成，又开
启了面向新20年发展的新局面。以东南DX7
为代表，整合国际化资源、开展国际化合作
的产品3.0战略，并以正向研发为基础实现
自主创新和差异化定位，将成为下一阶段东
南品牌发展的核心路径。

面向新的20年，东南汽车已经确定了精
品化及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在此战略思路指
引下，东南品牌和三菱品牌将持续强化差异
化特色，形成独有竞争优势，逐步积淀出强
大的品质体系。以20周年为新起点，东南汽
车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企业新生，一个更
加精品化的中国汽车品牌形象正逐步呈现
在消费者面前！ （桑田）

广州车展
特别报道

混 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