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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新车扎堆，有望创车展新纪录

新车5月5日空降2016湖南车展
■陈龙 胡锐

4月25日，两年一度的北京
国际车展正式开幕， 与往年一
样，各大车企将新车选择在当天
进行扎堆上市。2016湖南车展
举办时间紧随北京国际车展之
后，记者获悉，不少在北京车展
上亮相的最新车型将空降湖南
车展，并在湖南上市。
5月5日-5月9日，几乎国内
外所有汽车品牌都将参展，多达
300多家参展单位聚集， 使首发
新车有望创湖南车展的新纪录。

乐视超级汽车LeSEE亮相

荣威RX5
荣威RX5在2016北京国际车展宣告首发， 同时展
出的还有“蓝芯”动力和“绿芯”混合动力两个版本。
荣威RX5采用中置缸内直喷及小排量涡轮增压技
术，提供1.5T和2.0T两种排量，并匹配TST双离合变速
器。此外，世界级新能源“绿芯”动力也将应用于荣威
RX5的插电混合动力车型和纯电动车型。

纳智捷全新锐3

4月25日， 纳智捷携旗下产品全新锐3
智能电动概念车、 全新锐3智能汽油版以及
新时尚领导者优6 SUV等车型登陆北京国际展览中心W1展馆。
外观上， 全新锐3以风塑墨行的外观设计、16寸涡旋铝合
金轮毂，以及智能飞翼座舱的豪华时尚感，诠释出当下年轻人
所追崇的个性主张。全新锐3配备能够实现无缝互联的智慧互
联系统，以9寸智能大触控屏实现与IOS、Android两大系统手
机互连互控。与此同时，全新锐3还将搭载前瞻安全影像系统。

4月20日， 乐视发布乐视超
级汽车LeSEE首款超高端互联网
无人电动概念车。
这款概念车定位为超高端D
级互联网无人电动汽车，有着兼具
未来感和实用感的外形、光滑流畅
的车身线条， 前脸配有超大LED
屏，并环绕闪烁光带。在自动驾驶
状态时， 方向盘会隐藏在前壁板

下，当需要驾驶时，又会伸展开来。
发布会上， 乐视还发布了两款电
视、三款手机和一款VR。 ■胡锐

斯巴鲁“安心 安全”试驾会广州上演
日前，斯巴鲁在广州美林湖
举办了“安心 安全——
—斯巴鲁
华南区全车系试驾会”。 媒体人
和斯巴鲁车友通 过安 全探 索 讲
堂、越野脱困、生存挑战体验 以
及美林湖国际 高 尔夫 等一 系 列
丰富内容，感受了斯巴鲁旗下全
方位安全车型所带 来的 驾 驶乐

趣和全新生活方式。
通过试驾会， 斯巴鲁旗下车
型以其高行驶性能、 操控性能和
动力性能再一次证明了其所具备
的全方位安全性能。 斯巴鲁始终
以创新的设计理念、 具备安全特
质的车辆， 为使用者提供安心愉
悦的驾驶体验。
■胡锐

进口酷威全新旅行版深度试驾
斯巴鲁概念车
“
VIZIVFUTURE CONCEPT”
斯巴 鲁首 次展 出 概念 车“SUBARU VIZIVFUTURE CONCEPT”， 并与旗下各系最新款全时四驱车
型组成精锐阵容亮相。
这一SUV概念车型以充满科技感和未来感的设计
语言， 将斯巴鲁希望向客户提供安心愉悦造车理念的
未来愿景具象化。
概念车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采用了多种创新性技
术， 其中包括进一步强化后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斯巴
鲁最新EyeSight驾驶辅助系统、 小型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等。

海马V70上市

4月25日，海马V70在北京车展上市，
共推出8款车型，售7.89万-12.89万元。
海马V70车身长4750毫米、宽1800毫米、高1695毫米，轴
距2800毫米，提供了5/6/7座三种选择，可实现60种座椅组合
方式。动力组合上，海马V70搭载1.5升涡轮增压和2.0升自然
吸气两款发动机，配备进口的6挡手自一体，及6挡手动变速
箱。 安全性能上， 海马V70在内部测试成绩高达56.93分。此
外，海马V70配备的HM-Link车载互联系统，拥有手势控制、
人工导航、分级故障诊断等优势功能。

北京车展上，国产全新两厢车DS 4S
上市，共推7款车型，售14.99万-22.99万
元。 国产DS 4S前大灯内部融入了C形的LED日间行车
灯，尾部造型动感。 DS 4S在中控面板、车门内饰板等多处
采用了碳纤维风格的装饰，赛车式的方向盘也增添了运动
氛围。尺寸上，DS 4S长宽高依次为4435/1843/1510mm，
轴距为2715mm，定位为紧凑型两厢车，未来竞争对手包
括奥迪A3 Sportback等车型。 动力上，DS 4S提供1.2T、
1.6T、1.8T三款发动机，并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DS 4S

外观上，全新3008率先采用标
致新一代设计风格，点阵式进气格
栅与站立狮标相得益彰。尾部采用了狮爪式LED尾灯，三幅灯带立
体、简洁，在熏黑衬底的烘托下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明确的辨识度，
而富有现代感的带状层叠处理则传达出一种简约与时尚感。
虽然此次亮相的全新3008并未公开配置的变化细节，但东风
标致称，全新3008将在现款车型
“
Mirage幻影式战斗机驾驶舱”的基
础上，首次搭载ADAS技术。

东风标致全新3008

日前， 进口酷威全新旅行版
上市试驾活动在长沙举行。
试驾时，令人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进口酷威旅行版众多区别
于其他7座各项原生、人性化的专
业设计， 在出行过程中给人带来

更舒适的呵护。 除常规汽油车型
外， 全新进口酷威旅行版还推出
四驱柴油车型， 搭载2.0L涡轮增
压柴油发动机。 柴油版平均油耗
值仅为8.3L左右， 单箱油续航里
程最高可达970公里。
■胡锐

宝骏品牌持续发力
4月25日，上汽通用五菱旗下
宝骏310在北京车展首次亮相，与
宝骏560、730等一同参展。
车展上， 宝骏310造型时尚、
大气 ， 前 脸延 续 并 升 华 了 家 族
“U” 型特征， 活力又不失沉稳，
“弯弓” 式侧身双腰线时尚动感，
尾部设计灵动精致。而8英寸液晶
显 示 屏 、3.2 英 寸 行 车 电 脑 显 示
屏、电动天窗等配置使宝骏310在

同级车中遥遥领先。 此外， 宝骏
310还配备EPS电动助力转向系
统、定速巡航、后视镜加热等。动
力上， 宝骏310搭载1.2L P-TEC
发动机， 匹配5挡手动变速器，最
大功 率60.3kw/5600rpm， 最 大
扭 矩 116 N·m /（3600~4000）
rpm。值得一提的是，宝骏310百
公里综合油耗≤5.3L/100km，是
一款超省油家轿产品。
■胡锐

Jeep支持湖南车展看车中大奖，每天送出1万元
车展门票千万要留好了，一
不小心好事就砸你头上了。 一张
车展门票，就能中现金大奖，是湖
南车展的必备节目。据悉，今年的
看车中大奖活动，由Jeep品牌特
别支持， 每天都有多个现金大奖
抽出，每天送出1万元。
记者从Jeep经销商处获悉，
针对湖南车展制定了特别优惠的
团购政策。4月30日、5月2日两天，
Jeep提前进行放价。 经销商承诺
买贵补差价。
即日起， 只要报名参与Jeep
大切诺基的团购活动， 就能享受
83折优惠，直接优惠10万以上，同
时还能享受“
0首付”、“
0利率”、“
0
元开 走SUV” 的 活 动。“退 一 赔
二”、“全程质保”、“单 店限 量20
台” ……连记者这样的穷屌丝都
心动想要贷款藏一台！
不仅如此， 记者从经销商处
获悉，全新Jeep自由光享5000元

豪华大礼包， 自由侠抢先预订享
优先提车， 活动当天订车客户赠
送价值3888元金卡一张，独享终
身工时费7折，以及售后VIP会员
特权。
车展期间特供的大切诺基83折
究竟诱惑有多大？ 以官方售价68.99
万的3.6L豪华导航版为例， 折后价
57.26万，明码折扣直降12万左右。
进 口 Jeep 大 切 诺 基 配 备 全
球双十佳发动机组合，岩石、泥地
等7大驾驶模式搭配领先同级的
专业四驱； 荣获美国公路安全保
护协会最高等级评价，配备FCW
前碰撞预警系统、ACC自适应巡
航控制系统、BSM盲点监测系统
等主被动安全防护配置； 以及同
级最为出色的5级可调四轮独立
空气悬架系统。 团购咨询电话：
0731-88727888
0731-82873999
0731-88446868 ■胡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