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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喻 为“ 陆 上 太 空 舱 ”的
508L最新配色“银翼版”在本次
成都车展闪亮登场。此外，新能
源车型4008 PHEV 4WD也首次
与消费者见面，这是东风标致的
第二款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该
车搭载了容量更大的电池和更
高输出功率的电机。这款车型最
让人瞩目地变化是采用了全轮

驱动和前后独立悬架，在舒适性
以及应对恶劣路况的能力上表
现更加优秀。

据悉，在接下来的2019年广
州车展上，全新一代2008即将迎
来全球首秀，到2023年，东风标致
所有在售车型，都将搭载新能源
动力系统。

（张煜）

东风标致展台“新”光闪耀
4008黑曜版等多款新车成都首秀

9月5日东风标致携10款重磅车型
登陆2019成都国际车展，整个展台可谓
是“新”光熠熠。4008 BLACKPACK
黑曜版、4008 PHEV 4WD、508L
银 翼 灰 首 次 亮 相 ，508L PHEV、
5008、4008 GT等核心车型蓄势而
发，向人们展现了其新能源战略构架以
及致力于打造Unboring The Future
（“趣”享未来）的品牌体验。首次开辟的
新能源专区，也让成都市民首次见识了
东风标致的新能源领域规划蓝图。

4008 BLACKPACK黑曜版
在此次车展上正式亮相，凭借颜
值及配置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极
具个性的选择。作为先行驾控派
SUV，4008以第二代i-Cockpit唯
我座舱的“先见设计”，精准操控
且 稳 定 安 全 的“ 科 技 驾 控 ”，
360THP/400THP发动机的“高效
动力”为特点，得到消费者的普遍
关注。

4008 BLACKPACK黑曜版

采用360THP发动机和6AT动力
组合，颜值升级全新黑色外观套
件，并且前保险杠还升级为GT级
别保险杠；车门外把手升级为车
身 色 同 色 。在 配 置 上 ，4008
BLACKPACK黑曜版增配LED前
大灯和LED雾灯，点亮更快、亮度
更高，不仅提升了灯光系统的安
全性，而且拥有超长的使用寿命。
同时这款车还搭载了更高级别的
铝合金轮毂。

先行驾探派SUV 4008黑曜版亮相

508L“银翼版”携手4008 PHEV 4WD闪亮登场

东风标致4008黑曜版

东风标致508L 银翼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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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
成都国际车展
上，除来了一
大堆成都市场
见都没见过的
造车新势力品
牌外，众多新
能源汽车成为
本次车展的最
大的看点。

面对新能
源汽车市场，本
次车展上各大
品牌都带来了
最新的新能源
车型，尤其是自
主品牌，几乎清
一色的新能源
车，看得人眼
花缭乱。

成都国际车展 新能源车成最大看点

广汽新能源在车展上开启了Aion LX的预售，两驱
基准版补贴后预售价格为25万元起，四驱基准版补贴后

预售价格为30万元起。
Aion LX在第二代纯电专属平台GEP 2.0打造，整车

以“电池+电驱”为中心布局，不但让Aion LX拥有
2920mm超长轴距，还令Aion LX可以装备行业首创的
590大电池模组，模组集成率达到行业领先的93%，电池
系统搭配广汽第四代智能温控系统，可确保电池始终保
持最佳工作状态，为创造650km NEDC续航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Aion LX搭载的L3级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包含
HWA高速变道辅助驾驶系统、APA融合泊车等功能，更
是配备“高精雷达+Mobileye Q4摄像头”双探测硬件
组合，借助超低时延通信的5G网络，搭配定位精度高达
0.2米的高清地图提供预判路径，可以探测半径200米范
围内的车辆和行人的位置及行动趋势，即使在高速上也
可以提前1公里预判前方路况，实现平稳的高速全速域
自动驾驶辅助。 （刘爱妮）

9月5日，成都车展15号馆，捷达品
牌用开心麻花的精彩舞台剧和新裤子
乐队劲爆的表演带了一波节奏。在搞
笑又煽情的段子里，在炫酷的摇滚旋
律中，在全民的共同参与下，捷达VS5
完成了上市发布。

这款拥有德系血统，传承大众品
质的新车捷达VS5共推出五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84800-112800元。这也让
捷达VS5成为首款指导价在十万以内
的德系合资SUV。为回馈首批粉丝的
支持，捷达品牌特别推出“会员抢先
价”。2019年10月31日前，用户只需注
册为捷达会员，就可以享受会员专属
的超低价格。

除了以用户喜欢的方式进行交
流，捷达VS5更带来实实在在的产品。
捷达VS5在大众先进的MQB平台上开

发设计，这也就意味着它可以采用大
众最先进的生产制造工艺。因此，捷达
VS5在使用了与大众相同的“三大件”
的同时，也配备了更多的甚至是越级
的核心装备。这一切，都是为了让用户
享受到更高品质的产品。

捷达VS5搭载的是非常成熟的
EA211 1.4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
率为110千瓦，最大扭矩为250牛·米。
这款发动机在大众及奥迪品牌的众多
车型上都有使用，每年有百万辆新车
使用这款发动机，性能和质量得到了
广泛的验证，与发动机配合的是来自
爱信的AQ250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这款来自知名企业的变速箱也在各
大汽车品牌上广泛使用。同时，捷达
VS5还率先采用了同级少见的四轮独
立悬架。 （张煜）

捷达VS5

8月28日，荣威RX5 eMAX正式发布了预售价，价格
区间为：21-24万元，预计十月中下旬正式上市并交付。
而在本次成都车展上，荣威RX5 eMAX也第一次正式出
现在公众面前。

荣威RX5 eMAX定位紧凑型SUV，外观设计方面在
荣威家族式律动设计的基础上，首次引入“强韧”美学，
延续了此前RX8的家族设计语言。

1.5T发动机+10速EDU变速箱的插电混动系统还
没有具体的参数。配置方面，星海战舰全LED大灯、全
景天窗、6安全气囊、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直接式胎压监测、博世9.3代ESP、360°全景
影像等预计都会出现在荣威RX5 eMAX上。另外，高配
车型标配满足L2级别的AI Pilot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包
括具备识别行人能力的AEB主动刹车，带排队跟车功能
的全速域ACC自适应巡航，LKA车道保持，TJA交通拥
堵辅助功能等。 （刘爱妮）

9月5日，东风启辰全新EV臻品启辰D60EV在第二
十二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市，全新概念车The V

及“中国汽车大脑”高能战队和正火热预售中的EV新
车启辰e30同期亮相成都车展舞台，启辰e30将于不久
后正式上市。

启辰D60EV采用了宁德时代最新电池技术产品，其
先进的电池智能温控系统、高于国标的测试标准、专业级
四层十重电池安全防护设计、同级独有的双重高压安全
保护机制等，可实现综合工况481km、最大585km超长续
航。除此之外，还能实现高达23%的能量回收率，极大满
足国内新能源汽车消费者的主流需求。

进入启辰智联系统3.0时代，启辰D60EV的用户可以
轻松利用车家互控、手机车机双屏互联、离线导航、智能
路况提醒等功能享受更为智慧的车生活。借助最新的启
辰智联系统3.0和启辰智联APP，东风启辰整合使用场景
与社交功能，通过车主交流、用车服务、会员福利等功能，
建立一个互联生态圈，为客户提供专属的综合服务，形成
启辰EV用户社区。 （张煜）

9月5日，东南汽车携东南DX5、东南DX3 e500等多
款车型亮相成都车展，现场公布东南DX5预售价格6.99

万元起。并发布了2019款东南DX3车型的官降政策，全系
最低5.99万元起，优惠幅度至高可享6000元。

东南DX5，造型设计上汲取了家族“翼？”理念精髓，
并结合中国书法“起承转合”的韵律，双层贯穿式前脸、鹰
眼式晶钻双透镜一体式LED大灯、18英寸五辐金属切削
双色铝合金轮毂设计豪放大气。

在延续“高颜值”优势的同时，在性能方面，东南DX5
搭载的三菱全铝4A91T MIVEC涡轮增压发动机、比利时
PUNCH第三代8速CVT自动变速器，使东南DX5有更澎
湃的动力表现，更好的经济性。

东南DX5搭载的智能互联系统，能与消费者进行良
好的语音交流，即使是方言，也能精准识别；同时支持手
机APP远程启动发动机、空调等动作，让手机变身车钥
匙，带来生活-手机-人的无缝互联体验。东南DX5全系
还标配的十位一体主动安全保护系统、360°AVM全景
环绕影像等多种智能辅助功能。 （刘爱妮）

比亚迪王朝系列主力车型——全新秦在成都车展期
间宣布开启全球预售，新一代智感电动跨界车e2宣布四
川区域上市。其中全新秦燃油预售价6.68-8.68万元，以破
局者之势冲击紧凑级家轿市场；全新秦EV补贴后预售价
13.98-14.68万元。与此同时，比亚迪还带来钜惠真秦万元
礼包，购车即可享最高24期0息或36期低息，以及最高1年

免费5G/月流量、1年免费云服务。
全新秦燃油基于比亚迪划时代造车新理念BNA架构打

造。全新秦燃油采用1.5L四缸黄金动力发动机，最大功率
80kW，峰值扭矩148N·m。与之匹配的是CVT无级变速器。

源自比亚迪三电一芯核心技术的全新秦EV，搭载能
量密度为160Wh/kg的三元锂电池，采用基于e平台打造
的高集成度全新电驱动系统，配合合理的控制策略及高
效能量回收技术，拥有同级领先的421km NEDC综合工
况续航，工况条件下百公里能耗低至12.9kWh，百公里电
费只需6元左右。此外，新车还具备最大50kW直流充电能
力，30分钟即可从30%充电至80%。真续航+真快充，切实
解决日常通勤续航里程焦虑。

智能方面，除具备燃油车型DiLink2.0系统所能实现的
功能外，全新秦EV还具备云服务APP智能遥控驾驶功能，在
狭窄的停车空间，可通过手机APP操作车辆启停、前进、后
退、左右转向，腾挪自如；同时，国际大师赋能及国际一流供
应商的严格把关，锻造了全新秦EV高品质实力。 （张煜）

新国民神车共推五款车型
售价84800元起

荣威RX5 eMAX

广汽新能源Aion LX（埃安LX）

东风启辰D60EV

售价13.78万-15.38万元

东南DX5
售价6.99万元起

比亚迪e2
全新秦成都车展全球预售 比亚迪e2四川地区上市

价格区间为：21-24万元

预售价25万元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