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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全顺Pro成为轻客新标杆
作为新世代 Uptime 100%全时营运

解决方案的重要支柱之一，新世代全

顺 Pro 在核心硬件及智级软件方面全

面升级。

核心硬件方面，新世代全顺 Pro 增
强了内饰的美观程度，油耗更低，让

用户在全力致富的过程中，同时享

受到更舒适的驾驶环境。

智级软件方面，新世代全顺 Pro 采
用的 MobileyeQ4 芯片 ADAS 高级驾驶

辅助系统，其中有 5 种为行业独有功

能，科大讯飞飞鱼 2.0 智能网联系统提

供近百种智能服务、EPAS 电子换挡系

统实现乘用车般轻盈转向、全系标配

Bosch最新 9.3版本 ESP、全系标配 HHC
坡道辅助系统等，是一辆能听懂用户

指令的车，提供了更安全的舒适驾乘

空间。

新世代 Uptime100%全时营运解决

方案中的另一重要支柱，是数字化服

务，拥有预见性服务、全时营运、智慧车

队等功能。

此次震撼亮相的新世代全顺Pro有 3
至 17座供消费者选择，能实现不同使用

场景的转换，并以极具竞争力的预售价

格，实现更多用车价值，助力千行万业

轻客用户“掌控新世代”！ （李清）

虔城车讯

多款重磅新车亮相北京车展
9月 26日，2020北京国际汽车展览

会正式开幕。这是 2020年首个落地举办

的国际顶级车展。今年车展以“智领未

来”为主题，共展示车辆 785台，其中包

括全球首发车 82台(跨国公司全球首发

车 14 台)；概念车 36 台；新能源车 160
台。本周刊为大家盘点下本届车展上都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车。

商业“领袖座驾”全新奔驰S级

奔驰刚于月初在中国完成了全新

奔驰 S级的全球首发，这款“领袖座驾”

在北京车展上作为重磅车型展出。新

车内外都以“感性·纯粹”理念设计，拥

有了最新的风格，智能科技与豪华氛围

浑然相融的内饰，经过重新布局，为客

户提供尊享空间；凭借第二代MBUX智

能人机交互系统，全新 S级轿车生动开

启了数字豪华的全新境界，提供更为直

观便捷的交互体验；一系列首创的主被

动安全科技都是奔驰 S 级拿得出手的

科技装备。动力会有 5 种选择，均为

3.0T直列六缸发动机+48V，匹配 9AT变

速箱。明年奔驰还会推出全新 S 级的

插电混动版。

HONDA纯电动概念车首发

作为Honda在电动化领域的最新成

果，未来在中国市场投放的首款Honda品
牌纯电动概念车于本届车展全球首发。

同时，搭载Honda独创插电式混合动力系

统的全新 CR-V SPORT HYBRID e+车
型也将首次亮相。而且Honda旗下全系

SPORT HYBRID 混动家族产品将悉数登

场，届时，Honda展台将以全面涵盖混合

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纯电动三大领域

的强大电动化产品阵容，实力展现Hon⁃

da中国电动化事业新进程。

第八代大众高尔夫亮相

第八代高尔夫于北京车展首发亮

相，并将于 10 月份正式上市。新车设

计有了很大的变化，依旧会提供普通版

和 R-Line 版。车内方面变化较为明

显，将有双联屏的设计。据悉，国内上

市的第八代高尔夫将继续搭载 1.4TSI
发动机、最大功率 150Ps、扭矩 250N·m，

匹配 7 速 DSG 变速箱，后期有望采用

1.5T发动机。

宝马i4概念车续航里程600km

宝马 i4 概念车在北京车展正式亮

相。作为宝马首款中型纯电动车，宝马

i4概念车采用了全新的品牌标识，而且

造型相当惊艳。据悉，新车将搭载第五

代宝马 eDrive电力驱动技术，最大功率

达到 530 马力，0-100km/h 加速仅为 4
秒 。 另 外 ，续 航 里 程 可 达 到 600km
（WLTP况下），35分钟时间可充入 80%
的电量。已经于日前首发并公布预售

价的华晨宝马 iX3 同样搭载了这样的

技术，该车将与宝马 i4概念车一同亮相

北京车展。

第七代伊兰特首秀

北京现代热销的紧凑级家轿——第

七代伊兰特在北京车展首秀。第七代

伊兰特还是基于现代汽车 i-GMP 平台

研发制造的第二款车型 ，在 车 身 设

计、安全性、能效性、操控性以及乘

坐舒适性等方面都有全面的提升，

不变的是它依旧很能“打”。第七代

伊兰特精准瞄向中国年轻用户，在

现 代 汽 车 全 新 Sensuous Sportiness 感

性运动设计理念的基础上，融入了

Parametric Dynamics 参 数 化 动 感 设 计

理念。车身尺寸方面，第七代伊兰特

的长宽高分别为 4680/1810/1415mm，轴

距达到 2720mm。

北京越野最便宜SUV：BJ30

北京越野 BJ30 在北京车展首发亮

相。新车可视作 BJ20的换代车型，BJ30
延续了北京越野粗犷、硬朗的外观设计

风格，车身轮廓与线条都采用横平竖直

的设计，进一步增强“硬派”的视觉效

果。尺寸方面，BJ30的轴距和此前销售

的 BJ20保持一致，不过其余参数均有提

升。BJ30将搭载 1.5T发动机，最大功率

115kW，功率参数略强于目前在售的

BJ20。据悉，新车预计售价 10万元~15
万元左右，将成为北京越野旗下最便宜

的 SUV，主要竞争对手为哈弗大狗等造

型硬派的城市 SUV。 （邓莉）

（资料图片）

10 月1日至

4日，赣州第十一

届房地产博览会暨赣州家居汽车博览

会将在赣州市黄金广场举办。本届博

览会为第十一届，是赣州地区规模更

大、功能更全、档次更高的房地产、家居

汽车博览会，也是赣州地产行业、汽车

行业的一次盛会。目前已有众多房企、

汽车、家居品牌入驻。对于有购车打算

的消费者而言，面对家门口的十一车

展，你准备好了吗？

车展买车，真的划算
“十一”将至，购车正当时。车展优

惠到底在哪几个因素呢？从宏观来讲，

主要包括经销商、厂家、主办方三者的因

素决定的，笔者在此和大家如下详细一

一分析：

首先，经销商方面，经销商都是希望

通过的中小型车展来卖车的，商家一般

都会进行让利，会尽力拉客户成交，尤

其是对于有多家 4S店的城市，竞争会比

较激烈，许多时候同一个品牌的销售员

因为某个客户会争得不可开交。这个

也反映了当前车市竞争的激烈，车市竞

争越激烈，汽车的品质越高，消费者越

能得到实惠。因此从商家角度看，商

家会让利，并且幅度不小，值得购买，

非常划算。

其次，厂家方面，对于车展一般情

况下厂家都会给予一定的支持，或多或

少而不同，因为厂家也希望商家可以销

售更多的车辆，提高品牌的市场占有

率，因此厂家也会让利，值得购买。

再者，主办方一般都会建立一个

购车抽奖的平台，来提高主办方在整

个活动的参与度和存在感，因此车展

购车，许多客户会有机会抽奖。这是

在 4S门店享受不到的，这个礼品都是

商家出赞助费购买的，因此对于购车的

客户来说，又是一个赚头。

另外，车展的最主要的优势还在于

车子种类繁多。车展上，你可以见识到

更齐全的汽车类型，比对同类型的车

子，根据自身需求便可确定最适合自己

的车子。

综上，当前普通城市车展大部分定

位于消费型车展，不像大型国际车展属

于新车发布、形象展示车展，因此普通

城市车展很有看头，购车还是相当划

算。消费者们若有购车意向，不妨趁着

车展举办期间及时出手。（阿辉 整理）

广 告

赣州现象级红盘保利天汇即将加推

赣州楼市

每一次加推，都备受期待；每一

次面市，都是一场品质鉴证之旅。

保利天汇不负全城期待，在万众翘

首以盼中，4#楼、5#楼即将载誉加

推！华章再续，为品质生活加冕。

保利天汇作为赣州首座保利天

字系巨著，一次次加深城市对品质

的界定，高规格新品即将续势加冕，

将以舒适的都会生活理念，敬献赣

州理想人居标杆。

在楼栋布局上，保利天汇匠心

深研。此次加推的 4#楼、5#楼，于方

寸之间精心苛求，以“超宽楼间距”

给生活更惬意空间，大尺度楼间距

辅以错落分布的楼栋格局，充分保

证每栋楼、每一户，都能够享受奢阔

视野和景观资源。

4#楼北向无遮挡，距离金凤梅

园约 400米，享北向湖景景观资源。

拥有全小区高园林覆盖率，蕴含富

氧空间，漫步其中，享受惬意生活。

双景观组团，疗养花园&林荫静谧

花园，甄选珍稀树种及花卉，构筑立

体景观，品茗赏花，疲惫悄然褪去，

感受自然的诗意与浪漫。4#楼地面

标高相比华坚路高约 8 米，中国人

对于“高”，一直有着某种特殊情

结。登高望远，居高临下更显尊贵，

领略极致视野，拥有无与伦比的居

住体验。

5#楼位于小区中轴，无噪音、灰

尘等外界影响，东西南北四大园林组

团簇拥包围，童趣活动天地，打造孩

子的乐活欢乐场，西边林荫静谧花

园，营造舒适恬静的居住环境。北面

疗养花园，给家里老人的颐养空间。

赣州现象级红盘保利天汇雄踞

经开核心，以约 55万方磅礴体量，领

航金坪超百万综合体组团，助力经

开迈入赣州 2.0时代发展快车道。

天字系华宅，磅礴落笔城芯稀

贵处，以领衔时代的优居标准，致敬

每座城市的耀目热土。约 30万方湾

区人居样板，国匠实力领驭标杆品

质，天字系城市封面著作，打造赣州

塔尖生活封面。约 6万方时尚艺术

mal，万达广场，旗舰级商业综合体，

构筑国际潮流消费新主场，让城市

更繁华，让生活更美好。约 180米甲

级写字楼，是赣州国家产业会客厅，

以时代先行者的姿态，革新赣州办

公新未来。

大师精筑，金牌户型，真正至臻

居住享受，舒享精装，从设计到装

修，定制智能精致家居，指纹密码

锁、全时段监控……悦享便捷生活。

全城仰望的空中酒店，是赣州接待

世界的礼遇，贴心细致的服务和舒

适高雅的环境，传递国际化的精致

格调。 （保利）

传祺GS3 POWER赣州开启预售

9月 26日，“GO力量 GO带劲”传祺GS3 POWER百城品

鉴会在赣州举行。作为传祺GS3的升级版，新车产品力全面

提升，外观更运动、动力更强劲、智联更齐全，实力诠释“高性

能智驾 SUV”，可谓“上劲”青年的专属座驾。

传祺 GS3 POWER预售价格为 8.5万元起。此外，品鉴会

上还为消费者准备了多重优惠好礼，包括下订即享 3888元
现金上劲礼、超级 0首付、融车融税融保险、1至 5年免息/低
息多种金融方案、至高送 3年交强险和百万驾意险，可谓诚

意满满。

活动现场的“Go劲新车体验”环节，观众可以抢鲜感受

传祺GS3 POWER的越级魅力。外观上，新车前脸更为动感

大气，搭配极具辨识度的“凌云翼”格栅、深邃星舰大灯、超

音速战机设计雾灯、光影空间尾灯，加上犹如“风火轮”的 18
寸轮毂，瞬间将“颜控”标准提升一个层级。坐进车内，年轻

化造型无处不在，悬浮式中控屏设计，配合炭纤维纹路饰板

的造型，简洁又富有层次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广汽传

祺第三代 270T 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124KW，最大扭矩为

265N·m，与之匹配爱信 6 挡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里加速

仅为 8.7秒。 （谭辉 文/图）

传祺GS3 POWER

哪吒U山海经大型试驾体验（赣州站）举行

近日，“驭哪吒·阅山海”哪吒U山海经大型试驾体验活动

来到赣州，带领用户见证哪吒U的极智体验。创新定义“极智

科技、极优品质、极美设计”的新主张、新体验，哪吒U 配备了

全球首搭量产的“透明”A柱、小You智能机器人、IME互动呼

吸灯、生命体征监测系统等 400余项黑科技，并在三电系统方

面实现了自主研发的Hozon EPT2.0恒温电池管理系统等多

项核心技术突破，引领未来出行新变革。

在场地试驾中，现场设置了 APA全自动泊车体验区及

AEB主动式紧急制动体验区。在APA全自动泊车体验中，哪

吒U成功挑战 5.3米小车位，顺利驶入仅比车身长度多 80厘
米的狭小空间；在AEB主动式紧急制动体验中，面对固定障

碍，哪吒U在 50km/h及以下的速度能通过智能系统完全避免

碰撞发生，完全符合国家法规中对此技术的性能要求，有效保

证了车内人员的安全。

哪吒 U在试驾体验中的极致表现，印证了哪吒汽车“为

用户造好车”的初心及哪吒汽车强大的智能技术实力。

（谭辉 文/图）

哪吒U山海经大型试驾体验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