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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广州，广汽丰田重磅发布
TNGA中国首款战略轿车—全新第八代
凯美瑞。拥有35年品牌传承、深受全球
2000万车主拥戴的凯美瑞，借由TNGA
“丰田新全球架构”实现自我颠覆，以不
同以往的炫酷造型、驾驶乐趣和安全性
能，重新树立中高级轿车价值标杆。

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李晖表
示，“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不仅传承了优
异的全球车品牌基因，更聚合了TNGA
架构下所有的优质资源和先进科技，
它全面响应消费者对个性化、豪华感
及高品质轿车的需求，将成为引领中
高级轿车复兴浪潮的明星车型！”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搭载2 . 5L、

2 . 5L HEV、2 . 0L三大动力总成，包括

凯美瑞、凯美瑞运动及凯美瑞双擎三

大系列九款车型，全系列产品市场建

议指导价为17 . 98万-27 . 98万元，即日

起全面发售，新车将于2017年12月下

旬开始陆续到店。

全全新新第第八八代代凯凯美美瑞瑞耀耀世世登登场场

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自2010年上
市至今，已经取得了超过80万辆的销售
成绩。时隔七年，焕新而来。全新一代
ix35表现如何？经过试驾，一起来跟大
家分享一下试驾体验。外观方面，新一
代ix35融入了更具锋芒的Cliff式硬派外
观设计风格。新车通过宽大厚重的前
脸，配合极具侵略性的冰瀑式设计风格
进气格栅和富有雕塑感的保险杠，凶悍
有力的狂野之情呼之欲出。

内饰与硬朗外观形成呼应，新一代
ix35的内饰采用大气精练的设计风格。
宽大平直延展式仪表台展应用干练线
条及水平布局，提升空间感。纵向空调
出风口、车门突出式不规则矩形音响等
细节设计别具一格。新一代ix35于业内

首次同时搭载了百度智能网联系统和
Bluelink系统，并配备了同级独有，且同
时支持CarPlay&CarLife的智能手机互
联系统，可实现在线地图、车辆安防、手
机投屏等同级最丰富的智能化人车互
动体验，用智能“黑科技”宣告“汽车骇
客”时代的来临。

新新一一代代iixx3355““硬硬气气””而而来来
——— 试驾北京现代新一代ix35

11月16日，宝马集团最新美学力
作——— 创新BMW 6系GT正式在中国
市场上市。通过创新BMW 6系GT，宝
马第一次将盛大旅行(Gran Turismo)
的概念，嫁接在以美学和性能著称的
BMW 6系之上。创新BMW 6系GT共
推出3款车型，包括BMW 630i 豪华
设计套装、BMW 630i M运动套装和
BMW 640i xDrive M运动套装。创新
BMW 6系GT即日起正式上市，售价：
71 . 08万-87 . 38万元。

此外，宝马集团携多款重磅车型亮
相2017广州车展。BMW品牌携两大子
品牌M和i一起发力，带来1款全球首发
车型，2款中国上市车型，3款中国首发

车型，在本次车展上，全新BMW 5系插
电式混合动力全球首发，是首款配备自
主研发并生产的高压动力电池的国产
车型，堪称由中国制造的高档新能源车
型的典范之作。

创创新新BBMMWW 66系系GGTT中中国国盛盛大大上上市市

11月17日，广州车展，东南汽车
以“原创真实力 美丽新东南”为主
题，首发两款纯电动车型——— DX3
EV和电咖 EV10，重磅发布全新新
能源发展规划，并由旗下两款主销车
型——— 2018款DX7、2018款DX3领衔
的全明星阵容展示了一个在品牌、市
场全面跃升的美丽新东南。

借助此次车展，东南汽车重磅发
布了2017至2025年新能源发展规划。
未来8年，东南汽车将在纯电动和插电
式混合动力领域继续加大研发投入，
打造东南掌握核心平台 ( 新能源专
用)、轻量化技术及整车系统集成的研
发体系，与三电、智能网联供应商紧

密合作，进一步加深在整车项目的合
作开发。在2017年至2025年间，争取
实现每年至少有一款新能源车型上
市，实现在新能源各主流细分市场的
全面覆盖。

东东南南汽汽车车两两款款纯纯电电动动汽汽车车亮亮相相

第十五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上，
东风雪铁龙由乐享中高级SUV天逸领
衔，率全新越享高级轿车C6、驾享中高
级轿车第三代C5等家族成员悉数出
展。

作为雪铁龙全球核心产品战略下
的全新中高级SUV，SUV天逸上市满
两个月，累计开票超13000台，用户交付
近10000台，累计收到订单近20000台，
高意向线索超7万。

作为世界第一款搭载拥有20多项
专利的“PHC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的
车型，SUV天逸以及未来雪铁龙车型的
舒适度将会成为品牌最鲜明的标签和
注解。

东风雪铁龙新产品导入将遵循两
条线，一条是SUV线，已经在欧洲投放
的SUV车型C3 AIRCROSS将于2018
年引入中国市场。另一条是新一代轿车
线，东风雪铁龙预计在明年还会推出一
款全新中级轿车，2019年推出新一代旗
舰行政轿车。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SSUUVV天天逸逸闪闪耀耀车车展展

第十五届广州车展上，东风风行携
旗下全系主力车型强势亮相，并发布了
旗下景逸S50EV和菱智M5EV两款纯电
动新车及厂家指导价。

当前，新能源已经成为中国汽车市
场发展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东风
风行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也加快步伐。在
产品布局上，除了常规乘用车景逸S50
EV、还有兼用型市场的菱智M5 EV，东
风风行另一款新能源家用MPV——— 风
行S500EV，也将很快投放市场。

此次发布的景逸S50 EV与菱智
M5 EV，电池均为三元锂电池，电机采
用永磁同步电机，与国际主流技术保持

同步。与此同时，东风风行新能源车型
还在电机、减速器等一体化、电动车专
用下车体、电池模块及电池包三重保护
等方面进行多项优化升级，突出产品的
安全性的同时，也加强了产品的可靠
性、耐用性。

东东风风风风行行两两款款EEVV车车型型发发布布

11月17日，广州车展广汽本田展
台上，全系车型悉数登场，魅力尽显。
展台以沉浸式、多元化、互动感为源
点，设置了“冠道及Hon d a SENS-
ING体验区；雅阁锐·混动2110 . 2公
里极限挑战赛体验区；雅阁锐·混动i-
MMD混动技术全息投影体验区；缤智
╳Teamlab Sketch Town彩绘城镇体
验区”，打造出“科技探索、先锐个性、
大气凛然、悦动幻想“四个逐梦空间，
尽显“年轻于心”的无限生命张力。

在本次广州车展上，广汽本田
发布了全新企业品牌形象片“梦想的
感染力”，充分诠释了“具有探索者精

神的梦想同行者”品牌角色定位 .为
年轻人群专属打造的新飞度及全新
派生潮跑版、潮跑+版也在本次车展
首发亮相，时尚运动感大幅提升，充
分传递新飞度品牌“飒”主张，备受消
费者关注。

广广汽汽本本田田明明星星车车型型强强势势亮亮相相

11月17日，广州车展开幕。江淮
携旗下主力产品阵容隆重登场，并正式
推出高端私享定制7座MPV瑞风M6，售
价23 . 95万-34 . 95万。同时，中国首款混
合动力MPV——— 江淮瑞风M4HB混合
动力车型也在车展正式量产上市，售价
12 . 98万元-14 . 98万元。

瑞风M6车长超5米，宽度近2米，高
度超1 . 8米，拥有同级MPV中最大的轴
距与尺寸。M6搭载江淮汽车自主研发
的2 . 0T发动机，兼具动力与经济的双
重优势，给予瑞风M6前进的最大动能。

瑞风M4混动版是国内首款量产上
市的混合动力MPV，采用1 . 5TGDI直
喷增压发动机和Hyboost电池电机复
合驱动系统，带来高达30%的节油率，

综合油耗可低至7 . 4升/百公里。整车
尺寸为5200x1890x1970，是中国大中
型MPV市场的代表车型。瑞风M4混
动版搭载的1 . 5TGDI发动机，通过涡
轮增压、缸内直喷、DVVT等先进技术
集成，有效提高发动机性能，本身可实
现最大功率1 6 3马力，最大扭矩2 5 1
牛·米。

江江淮淮瑞瑞风风MM66、、瑞瑞风风MM44上上市市

2017第十五届广州国际车展，劳斯
莱斯第八代幻影、超豪华敞篷车曜影
Black Badge两款车中国首发。全新幻
影的设计思路更为年轻化，前中网标志
性的帕特农神庙风格设计，新车还将成
为第一款采用铝制车身结构的劳斯莱
斯车型。内饰方面，劳斯莱斯幻影的中
控台采用了全新的浮雕式设计，除了最
新的安全功能以外，新车还配有可根据
客户需求，个性定制的数字多媒体显示
屏，并将搭载改进的信息娱乐系统以及
导航等功能。此外，新车座椅经过了全
盘推翻再重新设计，舒适度更好，椅背
是木制的镶板，动力方面，劳斯莱斯全

新幻影将搭载6 . 75L V12双涡轮增压
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414kW，最大扭
矩为900N/m，传动系统采用8速自动变
速箱，让全新幻影在任何场合都能应对
自如。

劳劳斯斯莱莱斯斯第第八八代代幻幻影影广广州州车车展展首首发发

11月17日，第十五届广州车展盛
大开幕。广汽三菱以“聚势前行，赋
能未来”为参展主题，携旗下欧蓝
德、劲炫、帕杰罗、祺智等全系SUV
车型重磅来袭，成为广州车展的一大
亮点。2017年，广汽三菱飞速发展，
成为今年广汽集团旗下增长最快的投
资企业。凭借欧蓝德、劲炫、帕杰罗
“一门三杰” 的出色产品力，广汽
三菱在营销推广与渠道建设上持续发
力，2017年销量屡创新高，1-10月同
比增幅达129%。“销量王牌”欧蓝德
更是凭借“2047”(20万以内四驱七座
城市SUV)的产品优势，稳居日系四驱
SUV销量NO. 1。11月15日，广汽三菱
全年销量已经突破10万台，提前1 . 5个

月完成今年销量目标。广汽三菱执行
副总张跃赛表示，2018年广汽三菱将
按年轻化的方向塑造品牌，以新能
源、车联网为突破点，全力打造“三
个一工程”：建设一个世界级水准的
发动机工厂；导入至少一款全新车
型；新增100家销售网点。

广广汽汽三三菱菱强强势势出出击击广广州州车车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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