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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车键

7 月 5 日，宝沃汽车 2020 款 BX5
焕新上市，同步推出BX5 20T GDI自
动两驱新锐型、BX5 20T GDI自动两
驱先锋型、BX5 20T GDI自动两驱进
取型、BX5 20T GDI自动两驱领先型
共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12.98万元
至15.58万元，与2018款BX5价格保
持一致。焕新上市的宝沃 2020 款
BX5动力系统全新升级为国六排放标
准，外观、内饰造型更加年轻时尚，全
系搭载主动式胎压监测系统，同时新
增了快递到车、车辆分享等智能互联
高科技，便捷驾驭出行与生活。

2020 款 BX5 外观上延续了家族
式设计语言，以象征勇气与力量、天

生具有王者之姿的飞鹰作为设计灵
感，形成了沉稳大气的独特型格，同
时直瀑式进气格栅搭配窄边镀铬饰
条，大大加强了视觉冲击力与辨识
度，更加彰显时尚魅力。

新款BX5内部空间整体采用精致
的高档皮革面料，立体造型的座椅设
计充分满足运动驾驶的包裹需求，打
造出真实纯粹的驾乘体验，驾驶员座
椅电动调节腰部支撑（新锐型无此配
置），高度贴合人体并提升支撑力，可
以有效缓解驾驶疲惫感，让驾乘欲望
呼之欲出。后排座椅可以按60/40比
例放倒，最多实现1230L的后备箱超
大装载空间，同时搭配电动尾门（新
锐型无此配置），让出游旅行更轻松
自在。

青年报 车键

7月12日，红旗HS7·长春国际
汽车文化节暨首届红旗嘉年华在长
春盛大开幕。本次活动精彩纷呈，红
旗品牌携旗下全系车型倾情参加。
嘉年华开幕当日，红旗品牌首款豪华
C级SUV——红旗HS7正式上市，新车
售价为34.98万元~45.98万元。

本次嘉年华上，红旗品牌首款豪
华 C 级 SUV——红旗 HS7 正式上市。
这是继红旗HS5之后，红旗品牌推出
的又一重磅SUV车型，该车的上市进
一步完善了红旗品牌的产品矩阵。
作为红旗品牌全新旗舰车型，红旗
HS7 亮点闪耀、魅点纷呈。具体来
说，“首要”是设计之美。红旗HS7传
承红旗品牌造型 DNA，又充分考量
HS7 的体量，为用户展现“坚定、昂
扬、简洁、精致”的精气神。“关键”是
澎湃动力。红旗HS7国内首创3.0T
V6机械增压发动机加上爱信8AT变
速箱，最大功率 248kW，最大扭矩
445Nm，零到最大扭矩仅需0.5秒，百
公里加速只有7.8秒，为驾乘者供给

激情澎湃的强大动力。“核心”是纵情
越野。红旗HS7拥有HITS全地形驾
驶系统，空气悬挂与CDC减震协同系
统，最新一代TOD电磁分动技术，8种
零时差切换驾驶模式，为用户提供纵
情驾驶、精准操控的极致体验。

“基石”是至尊安全。红旗HS7继
续秉承国车安全第一的造车理念，拥
有主动安全、被动安全以及信息安全
系统，确保用户驾乘安全无忧。

同时，红旗HS7无论是Nappa真
皮座椅、14个BOSE扬声器，还是高级
智能驾驶、超静NVH等等，都无不领
先中国C级SUV之风潮。

红旗HS7无疑凝结了红旗人在
设计造型艺术、澎湃动力总成技术、
高效越野底盘、至尊安全技术、智能
驾驶技术、极致体验技术、先进制造
技术等领域的最新成果，乃是精心
打造、精雕细琢的精品，必将树立中
国汽车产业C级SUV新的标杆，持续
新红旗品牌屡屡刷新行业纪录的强
劲增长势头，带给广大消费者极致
的舒适安全感受和激情的驾驶操纵
体验。

红旗HS7上市 完善产品矩阵

青年报 程元辉

7月5日，长安福特宣布将从销
售、服务和产品三方面推出重磅举措
全面发力，积极投入到下半年的车市
竞争中。

回首上半年，在经历了一季度的
低迷之后，长安福特的终端零售从第
二季度开始呈现出了企稳回升的势
头。尤其是5、6月份连续两个月零
售环比增长，平均增长率超过30%。
同时，全面调整销售策略，贯彻执行

“以销定产”的新销售政策，大幅缓解
经销商的库存和经营压力。截至6
月底，长安福特经销商的库存水平降
到了28天，为18个月来的最低库存
水平，也大幅好于同期行业水平。

为长安福特上半年零售销量回
暖做出巨大贡献的，当数新一代福克
斯为代表的新品主力车型。新一代
福克斯在6月创下了自上市以来的
单月销量新高，环比增长超过80%，
成为长安福特上半年最畅销车型，同
时也助力福克斯品牌在刚刚过去的6

月份销量过万，实现了超过75%的同
比增长。

在三季度，长安福特还将一举推
出三款重磅车型——福克斯Active
智能跨界车、新锐界ST/ST-Line和全
新金牛座。长安福特将加快新产品的
投放节奏，提升产品竞争力，并以此来
提升整体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夯实长
安福特作为合资品牌的主流地位。

而作为行业热点的国六排放政
策提前执行，长安福特也及早布局，
积极应对：在提前实施国六区域的市
场，已经全部实现国五车型清库，顺
利切换到国六车型的销售。目前，包
括新福睿斯、新一代福克斯、新蒙迪
欧、蒙迪欧PHEV、金牛座、翼虎和锐界
在内的几乎覆盖全系的热门车型，都
已经有满足国六标准的车型在售，年
内全系车型都将达到国六标准。

刚刚进入下半年，长安福特即推
出“全无忧一站式专案”，该计划主要
包括购车金融和售后服务两个方面，
让消费者真正实现轻松购车、放心用
车。

长安福特全面发力三大举措连发

青年报 程元辉

7月11日，长安福特新一代福
克斯2020款焕新上市，售价10.88万
元~15.08万元。新一代福克斯2020
款外观升级、配置升级及排放升级，
全系车型符合国六排放标准；同时优
化产品矩阵，更加聚焦消费者需求最
旺盛的区间，带来更具产品竞争力的
车型。焕新升级的新一代福克斯
2020款凭借时尚运动的外观设计、激
情精准的操控性能以及越级而立的
智能科技，打造中级车驾趣新标杆。

新一代福克斯2020款搭载了两
款技术领先的发动机，全系车型达到
国 六 排 放 标 准 。 其 中 1.5L Eco
Boost®涡轮增压双喷射发动机集合
PFDI双喷射技术系统、低惯性混流式
涡轮增压器等20多项尖端技术，实
现174PS额定功率和243N∙m/1750-
4500rpm最大扭矩；匹配同级独有的
8速自动变速箱，实现更积极的换挡
响应和出色的燃油经济性，组成同级
最强动力组合，兼具澎湃动力和燃油
经济性。1.5L Ti-VCT双独立式凸轮

轴可变正时发动机匹配6速手/自动
变速箱，实现低至5.4L的百公里综合
工况油耗。

新一代福克斯2020款底盘经过
赛车级的精细化调校，配备轻量化悬
架系统，车轮弹跳速度更快，转向响
应更灵敏，同时针对不同车型依照车
身重量分级设定悬架系统，配备带越
级强度的独立副车架的SLA长短臂
刀锋后独立悬架，带来灵动自如的操
控体验；同时配备EBD电子制动力分
配系统，制动反应敏锐，独有的EPAS
电子动力辅助转向系统软件调校带
来良好的力矩增益和强烈的转向中
心感，使得转向精准灵敏。

新一代福克斯2020款的车身采
用了33%的硼钢、热成型零件、激光
焊接等一系列世界领先的技术和材
料，实现车身轻量化的同时带来车身
抗扭刚度20%的提升，在极限与弯道
驾驶中车身姿态和稳定性更加出色，
让驾驶乐趣得到极致释放。新一代
福克斯已获得欧洲NCAP 5星满分评
价以及第20届欧洲车身会议量产车
型一等奖的殊荣。

新一代福克斯2020款焕新上市

青年报 程元辉 7 月 11 日，全
新一代别克昂科拉家族上市，共推出
8款车型。其中，全新一代昂科拉GX
售价15.59万元~18.59万元；全新一
代昂科拉售价12.59万元~15.59万
元。同时，消费者可享受灵活购车金
融方案、无忧用车礼包等多重礼遇，
以及全系车型动力总成8年或16万
公里原厂质保服务。

作为通用汽车新一代全球车型
系列的首批新车，全新一代昂科拉家
族集智能研发、高效集成、智能制造
于 一 体 ，搭 载 行 业 领 先 的 Smart
Propulsion 智驱科技与迭代升级的

“第二引擎”车联技术，在造型设计、
车内空间、动力操控、燃油经济性、安
全性能、互联体验以及产品品质方面
展现出领先同级的优势，并以双车组
合，为更广泛的年轻用户带来高品质
与个性时尚的多元化用车选择。

全新一代昂科拉GX是一款专为新
生代年轻家庭打造的高档紧凑型SUV，
以大气优雅的外观造型、超越同级的
品质空间、高效顺畅的动力操控以及
领先的智能安全与互联技术，为都市
年轻家庭带来高品质的越级驾乘体
验。同时，昂科拉GX的上市，填补了别
克昂科威和昂科拉之间的市场空白。

依托行业领先的Smart Propul-
sion智驱科技，昂科拉GX搭载的通用
汽车新一代驱动系统，拥有全工况

“更优动力输出”，全系满足“国六b”
排放标准。其中，第八代Ecotec1.3T
直 喷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21kW/5600rpm，最大扭矩 240N·m/
1500~4000rpm，相比上代1.4T涡轮
增 压 发 动 机 分 别 提 升 15.2% 和
17.1%。与之匹配的是与发动机同步
正向开发的全新CVT智能无级变速
箱，采用行业领先的钢链式结构，速
比范围达 7.01，不仅能承受更大扭
矩，并且全速比范围内有更高传动效
率，在动力传输达到极致平顺的同
时，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低至 5.9L
（两驱车型）。

秉承别克一贯的安全理念，全新
一代昂科拉GX配备了丰富的主被动
安全配置，全系满足2018 CNCAP五
星安全碰撞标准。新车采用BFI一体
化车身结构，高强钢应用比例达76%；
尤其在A柱、车顶、侧围等关键部位
采用通用汽车最新的单侧融合焊接
技术，最高抗拉强度达到1500MPa，
造就坚固可靠的车身。全新一代昂
科拉GX全系标配博世ESP电子稳定
控制系统、E-boost电子刹车辅助系
统，并针对SUV属性特别配备了HSA
坡道起步辅助、ROM主动防翻滚保护
功能。TPMS智能胎压监测、EPB电子
驻车、Autohold自动驻车、电子防炫
目内后视镜、倒车雷达/影像等安全
配置也同样均全系标配。在智能驾
驶辅助技术方面，PD行人监测保护、
CMB碰撞缓解、LKA车道保持等智能
安全配置一应俱全，并且SBZA侧向
盲区检测、RCTA泊车预警、LCA车道
变更辅助系统在全新一代昂科拉GX
中实现75%车型的高比例覆盖。

昂科拉GX开售 专为青年打造

宝沃汽车2020款BX5全新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