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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速递

时尚动感 安全舒适
传祺GM6融动感与时尚为

一体，型格不彰自显。采用光影
雕塑3.0设计美学，拥有舒展的

“凌云翼3.0”前格栅与“海豚跃
动”的车身腰线，动感之姿，让人
一见倾心。矩阵式全LED前大
灯由飞雁形LED灯珠装饰和展
翼式LED日行灯组成，淋漓尽致
展现光的质感和不凡品位。同
级独有的横贯式尾灯集成230
颗LED发光粒子，采用顶级三色
注塑工艺制造而成。

动力操控方面，传祺GM6搭
载了传祺第三代270T发动机，
匹配爱信6AT变速箱，动力输出
顺畅且兼顾燃油经济性。采用
国际大师调校底盘，配备美国天
合第三代EPS电动助力转向系
统，传祺GM6还提供舒适、标准
和运动三种驾驶模式，能满足不
同的驾驶需求。

在安全方面，传祺GM6按照
2018 版最新 C-NCAP 乘员保护
五星设计开发，乘员舱高强度钢
的使用比例高达95%，并装备6
安全气囊、单预紧及锁止锁舌安
全带。与此同时，传祺GM6还配
备了博世ESP9.3电子稳定控制
系统、EPB+AutoHold 自动驻车
系统、TPMS智能直接式胎压监

测系统。得益于高性能四轮碟
刹制动系统，传祺GM6制动性能
出色，达成同级最优的35.65米
制动成绩，让您安心品味路上的
唯美风景。

全能宽享 智慧互联
作为一款面向家庭打造的

精品MPV，传祺GM6功力深厚之
处最先体现在空间方面。传祺
GM6 以同级领先的 1860mm 宽
大车身加之 2810mm 的超长轴
距，创造出越级宽享空间。兼
顾第二排与第三排乘客舒展乘
坐的基础上，传祺 GM6 还拥有
190mm的超宽通道，进出方便，
姿态从容。

传祺GM6配备灵活多变的
第三排座椅，七座情况下仍有
324L行李箱容积。而将第三排
座椅翻转至地板之下，则可腾挪
出1100L超大行李箱，轻松满足
远行需求。

在宽适的座舱内，传祺GM6
配备了人体工学全贴合舒适座
椅。电动6向调节驾驶座椅、带
扶手和休息模式并配以睡眠头
枕的第二排座椅、椅背可调节
的第三排座椅，用料上乘，支撑
力适中，让每位乘员都能找到
最适合自己的坐姿，尽享舒适
惬意旅程。

为了营造更好的车内环境，
传祺 GM6 严选超低 VOC 高品质
环保材料，从塑料粒子等原材料
源头开始控制。不仅如此，传祺
GM6更配备了森林氧吧空气净
化系统和超大尺寸的全景天窗，
这一切美好，都只为了您的惬意
感受而打造。

传祺GM6搭载了祺云AI智
慧互联系统，高德 3.0&腾讯双
智能导航系统实时在线，全生
命周期免流量，并与全国超过
16000个停车场合作，提供停车
支付功能，使便捷再升一级。
智能远程助手拥有远程控制和
紧急救援服务等功能，让出行
更加无忧。腾讯与科大讯飞强
强联手，智能语音副驾1.2秒快
速响应，28项智能云端语音交
互，N种智趣与新奇真正做到一
秒即达。该智联系统还聚合QQ
音乐海量正版歌曲、喜马拉雅
和蜻蜓FM等众多精选内容，畅
享在线娱乐，更让山水每一程
都伴有旋律。

智趣不止于此，传祺GM6配
备的双12.3英寸全彩液晶大屏
也是一大亮点。双屏采用横向
一 体 化 设 计 ，分 辨 率 高 达
1920×720，支持多点触控，彰
显科技和档次感的同时，让娱乐
与惊喜一触即发。

青年报 车键

1 月 5 日，主题为“天纵而
来，芯动上市”的东风日产第七
代天籁区域上市发布会在上海
展开。活动现场回顾了天籁车
型三十年来的几代发展，并重磅
揭秘新车的独特升级。

众所周知，第七代天籁AL-
TIMA不仅采用V-Motion 2.0日
产全球设计语言，带来富于张
力的时尚外观，更创新搭载全
球首款量产 2.0L VC-TURBO 可
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实
现能效卓越且低碳环保的持久
动力。

为创造更好的驾驶体验，第
七代天籁ALTIMA还搭载了智动
控制辅助驾驶系统ProPILOT智
控领航，实现0-144km/h车速范

围内自适应巡航。多达 11 项
NISSAN i-SAFETY 智能主动安
全系统，也使得第七代天籁AL-
TIMA拥有同级最全面的主动安
全辅助配置，为用户驾乘带来更
多安全保障。

轻量化、智能化、网联化、电
动化、共享化的“五化”新时代，
汽车正与科技加速融合，进化出
改变人们生活的新物种。第七
代天籁ALTIMA的上市或将带来
不一样的汽车生活。

青年报 程元辉

1月2日，全球首款纯电动
互联网休旅车荣威Ei5升级上
市，共推出舒适版、豪华版、智联
旗舰版、智联至尊版四款车型，售
价12.88万-15.88万元。新车
实现续航、外观、配置三重升级：
综合续航里程增至420km，最大
续航可达570km，带来最长真实
续航，成就电动车中的金霸王；升
级搭载箭翎C位大灯，颜值更胜
一筹；升级配备LDW车道偏离辅
助系统、AEB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FCW前方碰撞预警系统、SAS车速
辅助系统等，配置更上一层楼。

荣威Ei5自上市起就以全方位
高品质超越市场对纯电动车的预
期，此次焕新顺应消费者需求，大
大提升了续航里程，综合续航里程
增至420km，最大续航可达570km，
实现纯电动车型中的最长真实续
航，堪称电动车中的金霸王。

全新荣威 Ei5 采用宁德时
代高技术电池，搭配上汽BMS电
池管理软件，打造出目前纯电动
领域最强电池管理组合，再加上
智能热泵空调和iBooster智能
电控制动系统两大尖端技术的
助力，让用户无论日常通勤还是
城际出行都无惧里程焦虑。另
外，荣威Ei5还拥有40分钟充至
80%电量的同级最快充电速度，
一顿饭的时间即可继续行驶，进
一步消除消费者的续航担忧。

不仅在续航方面大放异彩，

还实现了外观焕新和配置升级，
为消费者打造更具品质感的绿
色出行体验。

荣威 Ei5 依托全球首个纯
电动休旅车专属架构打造，不仅
解决了大部分“油改电”车型空
间局促的通病，还打造出优雅大
气的造型。全新荣威Ei5采用
了更凌厉有型的箭翎C位大灯，
并辅以荣威新能源家族律动式
专属格栅、超大面积中控皮质包
裹、金属旋钮式换挡、8英寸高
清触控电容屏等极具品质感的
内饰外观工艺，让消费者每一次
驾车出行都成为一种享受。

全新荣威 Ei5 更实现了配
置的越级升级，不仅新增了LDW
车道偏离辅助系统、AEB自动紧
急刹车系统、FCW前方碰撞预警
系统、SAS车速辅助系统、大灯
远近光自动切换等多项智能安
全配置，还升级了4个USB接口
和无骨雨刷等人性化配置。智
能互联方面，全新荣威Ei5将提
供互联娱乐行车系统和互联网
汽车智能系统 2.0-基于 AliOS
的斑马智行解决方案两种互联
系统供消费者选择，满足不同用
户的个性化需求。

青年报 程元辉

2018年12月24日，上汽通
用汽车雪佛兰品牌宣布全新迈
锐宝XL上市，共推出三款搭载
2.0T 智能变缸涡轮发动机与 9
速 HYDRA-MATIC®手自一体变
速箱的 Redline 尚·红系列车
型，售价19.49万至21.99万。

全新迈锐宝 XL 首次引入
通用汽车全球最新驱动科技
——2.0T智能变缸涡轮发动机
与 9 速 HYDRA-MATIC®手自一
体变速箱动力组合，完美平衡
卓越不凡的动力性能与极致
油耗表现。

作 为 通 用 汽 车 第 八 代
Ecotec发动机系列的最新产品，
2.0T智能变缸涡轮发动机基于

“单缸最优”理念设计开发，采用
业内领先动力科技，通过运用三
段式智能变缸科技、ATM主动热
管理系统、35MPa 高压直喷系
统、无极可变排量机油泵、电动
放气阀涡轮增压器、智能电控碳
罐泵等智能科技，在提供更强劲
动力性能的同时，显著提升燃油
经济性。该发动机的最大额定
功率为177千瓦，在1500~4000
转/分的宽泛平台范围内可迸发
出高达350牛·米的峰值扭矩，
0-100km/h加速仅需7.2秒，同
时，综合工况下百公里油耗低至
6.7L，全面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与2.0T智能变缸涡轮发动
机匹配的是通用汽车首款9速

HYDRA-MATIC®手自一体变速
箱，它采用同轴设计，具有7.6：1
的最佳齿比范围，在优化车辆的
加速表现与燃油经济性的同时，
带来畅享性能和细腻换档的完
美体验。

全新一代MyLink+智联系
统提供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车
载APP应用，包括智能地图、娱乐
音乐、移动电台、股票查询、生活
天气等，所有车载APP都适用于
每年24G的OnStar安吉星车联
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全新
一代MyLink+智联系统支持OTA
远程在线升级，能在第一时间让
用户体验系统和软件的最新功
能，还可以帮助车主远程修复系
统漏洞，减少往返维修的周折。

全新迈锐宝XL传承上一代
车型全球五星安全性能，不仅以
全新优化的轻盈坚固车身铸造
完美被动安全，同时采用多达10
项的主动安全智能科技，以全方
位的安全预判护航驾乘安全。

此外，全新迈锐宝 XL 搭载
BOSE剧院级9扬声器高级音响
系统、ANC主动降噪静音系统，
能让车内乘客享受高品质的听
觉体验。

广汽传祺GM6上市
售价10.98万-15.98万

全新荣威Ei5新年首发
售价12.88万-15.88万元

第七代天籁ALTIMA上海区域上市

1月2日，广汽传祺
倾力打造的全新中端
MPV精品——“全能宽
享 MPV”传祺 GM6 在
海南上市。传祺GM6
共推出10款车型，售价
区 间 为 10.98 万 元 -
15.98 万元，提供珍珠
白、典雅黑、星月灰、孔
雀蓝、咖啡棕等5种车
身颜色。 青年报 车键

雪佛兰9AT动感旗舰
全新迈锐宝XL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