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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以“PLUS精神”
打造A+级轿车新标杆

现 在 购 买 全 新 荣 威 i6
PLUS，消费者可尊享三重PLUS豪
礼：2万元现金PLUS购车礼；2年
0利率或超低日供气球贷PLUS金
融礼；互联网车型十年免费基础
流量PLUS智慧礼。实际支付仅
需6.98万-11.98万元。近年来，
SUV市场成为中国汽车品牌打开
发展窗口的关键，但中国汽车品
牌想要向上突破，必须直面被合
资品牌垄断的轿车市场。荣威
不忘初心，坚持轿车和SUV“两条
腿”走路，继荣威i5一炮打响后，
趁势推出全新荣威 i6 PLUS，以
更高品价比进一步下沉三四五
线市场，提高品牌声量，走出中
国品牌在轿车市场的突围升级
之路。

荣威深入调研国内轿车市
场后发现，80后、90后正逐渐成
为汽车消费主力人群。他们成
长于升级变革的时代，拥有更好
的教育背景、更广的知识视野和
更高的消费需求，对汽车、科技、
智能互联等事物有着天然的好
奇心和极高的接受度。这群消
费者凡事求新、求快、求大、求
好，并将这种“PLUS精神”带入汽
车市场，要求自己的理想座驾不
仅要更好看、更舒适、更智能，还
要更有驾驶乐趣、更有安全保
障、更具品质感。

全新荣威 i6 PLUS 适应年
轻消费者的升级出行需求而
来。它拥有比肩一线合资品牌
的产品水准，在制造、品控、质保
等方面全方位对标德系标准，为
中国品牌A+级轿车树立起新的
标杆。

6大PLUS
实现更高品价比

匠心打造、品质升级，全新
荣威i6 PLUS拥有颜值、舒适、动
力、安全、互联、品质6大PLUS，全
方位回应消费者对更高品质家
轿的期待。

从造型设计到内饰配置，全
新荣威i6 PLUS的升级感知度极
高。在“律动设计”基础上，新车
标配律动Pro展翼格栅，扁平化
的“大嘴”设计稳重感十足，17英
寸双色V形猎风轮毂更富年轻动
感，颜值PLUS；同时，新车拥有媲
美 B 级车的宽适大空间，配备

PM2.5 新风过滤系统、精微六向
电动调节、前排座椅加热等功
能，舒适PLUS；此外，新车还越级
配备LED前大灯、电动折叠外后
视镜、双区自动恒温空调、后排
空调出风口等诸多常见于B级车
的配置，再加上豪车级品控标
准，让全新荣威i6 PLUS由内而
外实现品质PLUS。

驾驶过程中，全新荣威 i6
PLUS也尽显越级实力。新车提供
两种动力选择，1.5T车型最大功
率124kW，峰值扭矩250Nm，动力
澎湃，1.6L车型匹配CVT无级变
速箱，百公里油耗仅5.9L，平顺节
油，消费者可纵享驾驶乐趣，动力

PLUS；新车还为驾乘人员安全上
了多重保险，采用66%高强度钢笼
式车身、激光焊接一体式车顶，加
上Super Pilot智能主动驾驶辅
助系统等配置，安全PLUS；新车延
续荣威互联网基因，配备10.4英
寸高清互联大屏和互联网汽车智
能系统2.0，互联PLUS。

全新荣威 i6 PLUS 的上市，
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更高品质
家轿的需求，还将进助力荣威品
牌进一步完善旗下轿车产品矩
阵、实现SUV与轿车的平衡发展，
以全面PLUS的产品实力真正打
开国内轿车市场，推动荣威销量
进一步增长、品牌升级向上。

青年报 于诗婕

3月28日，以“向新而行 强
大中国车”为主题的比亚迪
2019年春季新品发布会在北京
钻石球场盛大开幕。比亚迪造
车新时代顶层设计——BNA 架
构全面升级，多项创新技术迎来
中国首秀。同时，比亚迪旗下燃
油、DM、EV纯电三大矩阵同台亮
相，共计9款王朝系列新车重磅
登场。

比亚迪最强“龙之队”登场
在BNA架构的赋能下，比亚迪

再推王朝新品，三大矩阵九款新车
全擎出击，用一场新车盛宴诠释
了比亚迪龙之队的强大实力。

行政级豪华六座 SUV——
全新一代唐（燃油）六座版。以

“2+2+2”布局更好地满足中国
用户的特定用车场景，同时针对
第二排座椅，比亚迪联手顶级供
应商打造了“头等舱式S级VIP
专席座椅”。

秦Pro超能版，实现同级首
创全系TI动力，并可选装L2级
智能驾驶，让用户获得更高品
智、更高价值的享受，成就9万
级中级轿车价值首选。

全智联大美7座车全新宋
MAX 首次搭载 DiLink 智能网联
系统，并升级为领先潮流的
12.8英寸8核自适应旋转悬浮
Pad；同时为用户提供六座、七座

两种座椅布局。

比亚迪王朝燃油矩阵新品
DM矩阵，第三代DM技术全

面覆盖，推动日常出行零油耗变
革。王朝DM矩阵产品应用全面
进化的第三代DM技术，造就了
王朝 DM 车型性能表现全球领
先，形成插混车型“50+、80+、
100”纯电续航里程的全新产品
序列。

全新一代唐DM六座版行政
级豪华大空间和头等舱式的VIP
宽适享受，搭配全时电四驱，以
V8+级的极致动力，以及全球首
款2018版 C-NCAP五星安全新
能源车背书，实现了30万级SUV
全球最强表现。

15 万级秦Pro DM超能版，
在82公里纯电续航里程版本基
础上，加推53公里版本，黄金双
模动力为其带来50万级别的V6
动力性能，仅需5.9s就能破百，并

且全系标配多连杆独立后悬架。
中 国 首 款 智 混 MPV 旗 舰

——全新宋MAX DM全球首发，
实现了第三代DM技术在MPV车
型上的完美融合，以6.9秒破百
的加速表现成就全球加速最快
MPV，上市即同步推出纯电续航
81公里和51公里两种版本。

比亚迪王朝DM矩阵新品
全新元EV535，NEDC工况续

航达到410公里，轻松满足用户
跨城使用需求；其综合工况百公
里耗电13度，仅为燃油车能耗
成本的 1/10，每公里只需 7 分
钱。

专业级纯电智能中级车秦
Pro EV超能版在此次春季新品
发布会开启预售，相较上一代车
型，秦Pro EV超能版实现了39
项升级。其中，车辆续航能力大
幅提升，NEDC 工况续航高至
520 km，为同级最长。

青年报 车键

3月30日，广汽三菱举行奕
歌自驾活动。自驾过程中，驾驶
者即体验了奕歌卓越的操作性
能，又感受了奕歌的低油耗。

奕歌，融合基因传承与科技
创新，搭载1.5T双喷射涡轮增
压发动机和S-AWC超级全轮控
制系统，用“超级驾控”的高性
能，带来优越的操控和畅快的驾
驶乐趣，为你“激活都市驭望”，
让你以“驾驶者”的视角去发现
奕歌超级驾控的无限“擎”趣，以

“探索者”的视角去发现美好生
活的无限可能。

外观方面，广汽三菱奕歌与
海外版车型基本保持一致。车
头 采 用 三 菱 家 族“Dynamic
Shield”设计语言，前大灯组造
型犀利，前脸极具辨识度。整车
线条凌厉而富有攻击性，尾部造
型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运动的风
格，溜背式尾门是最大亮点，前

低后高的设计营造出一种俯冲
效果，动感十足。

中控台造型较为简洁，各
个功能区域布局合理。整体
看上去比较年轻化。新车标
配 LED 前大灯组、多功能方向
盘、8英寸中控彩屏、ECO模式、
第二排座椅滑动及背部调节、
倒车雷达、自动空调、空气净
化。顶配真我版配备了模拟8
速 CVT、换挡拨片、S-AWC 全轮
控制系统、7 安全气囊、ACC 自
适应、防撞辅助系统FCM、盲点
监测以及预警、自动雨刮、电
动折叠除雾后视镜以及360全
景影像等。

三菱奕歌全系搭载1.5T涡
轮增压汽油发动机，最大功率
125kW，峰值功率250Nm，参数表
现比较出色。传动系统方面，配
备手动或CVT变速箱。新车顶
配车型配备四驱系统，还配备了
S-AWC（Super Auto Wheel Con-
trol）超级全轮控制系统。

全新荣威i6 PLUS升级上市
售价6.98万-11.98万元 满足消费者对更高品质家轿的期待

广汽三菱举行奕歌自驾活动
三大矩阵九款新车
比亚迪春季新品发布会亮相

3月29日，上汽荣威“A+级宽适豪华互联网轿
车”全新荣威i6 PLUS升级上市，共推出2种动力9
款车型，官方指导价8.98万-13.98万元。新车以

“朗逸升级版”姿态而来，按照德系品质标准匠心打
造，实现“颜值PLUS、舒适PLUS、动力PLUS、安全
PLUS、互联PLUS、品质PLUS”六大升级，极致满足
消费者对更高品质家轿的期待。 青年报 程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