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忧安享智能安全
打造越级标准保护

高安全性是高端 MPV 对尊贵乘客的最高礼遇。
传祺 GM8 应用 GAC 高强度安全车身设计， 匹配全
方位 6 安全气囊，行人保护达到欧盟标准，打造超越
同级标准的安全堡垒。

传祺 GM8 应用全方位智能安全驾驶辅助系统，
配备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FCW 前碰撞预警系统、
AEB 主动刹车辅助系统、LDW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等
高端科技，无忧安全行车。GM8 还采用德国博世第九
代 ESP� 9.1 系统，360 度全景影像与自动泊车辅助，
从容应对各种复杂路况，让安全一路相随。

2017 年，广汽传祺坚守匠心、砥砺前行，在整体
车市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逆势上扬，轿车与 SUV 均
衡发展，全系累计销量达 50.86 万辆，提前完成全年
销量目标， 同比大幅增长 37%， 远高于行业平均增
速。 明星车型 GS4 全年销量超 33 万辆；GS8 雄踞豪
华大 7 座 SUV 榜首， 全年销量突破 10 万辆。 随着
GM8 的上市，广汽传祺全面开启高端化步伐，撬开全
新的市场增长空间。

2018 年是广汽传祺成立 10 周年，广汽传祺将围
绕“强健体质，持续创新，树立危机意识，深化品牌建
设，为传祺新十年奠定坚实基础”的年度事业方针，继
续实现高质高效发展， 为传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
础。同时，广汽传祺将推出 4 款新车，进一步完善产品
矩阵，力争到 2020 年实现 100 万辆产销规模，打造
全新国际品牌标杆形象，为全球消费者创造更美好的
移动生活。

以更好，致最爱。 广汽传祺针对 GM8 推出法人
抵税礼遇、售后专属礼遇、优惠利率礼遇、机场 VIP
礼遇以及道路救援礼遇等五重尊享大礼，让用户更轻
松畅享高品质车生活。更多详情请咨询广汽传祺经销
店或登录传祺天猫旗舰店，扫码进店有惊喜。

无微不至舒享科技
营造贴心周到礼遇

传统商务 MPV 更注重功能性和乘坐舒适
性，对人性化科技配置重视不足。 传祺 GM8 不
仅给予后排乘客尊贵体验， 还以无微不至的人
性化智能科技，给予驾者、乘者双重贴心关怀。

传祺 GM8 匹配同级少有的“双电动侧滑门
+ 电动尾门”组合，四种自动开启模式，使用更
便捷，体验更尊贵。 第二代 PEPS 无匙进入及一
键启动， 手机无线充电、220V 商务电源等贴心
配置， 尽显无微不至的舒享体验。 炫酷 In-Joy
三屏智联 + 双 10.1 寸后排娱乐屏，轻松实现中
控大屏与智能手机连接， 后排双屏可独立播放
影音，畅享前沿智能乐趣。

GM8 搭载传祺第二代 320T 发动机， 匹配
稳定的爱信第三代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动力
强劲、静音、平顺，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8.9L；配
备同级独有四轮独立悬架系统， 路面过滤干净
利落，坑洼路面冲击柔和，实现操控及舒适性的
完美平衡。

谭遇祥

2017 年 12 月 30 日，在美丽、温暖、充满阳光
的三亚，广汽传祺“全场景奢享大型 MPV”GM8 尊享
上市。 这场年度钜献以“祺创新维度”为主题，现场
营造出实景森林品位生活空间， 为观众呈现尊享、
舒适的多维度体验。 广汽传祺相关领导与嘉宾，以
及来自全国的经销商、 供应商及媒体亲临现场，共
同见证传祺 GM8 扬帆起航。

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
俊表示：“GM8 的上市开启了广汽传祺高端战略新
维度， 在中国品牌中率先构筑涵盖轿车、SUV、MPV
的 C 级高端产品矩阵，三‘8’战略正式落地，合力上
攻 20 万元以上市场， 标志着广汽传祺全面开启中
国汽车品牌高端化的新时代。 ”

以更好，致最爱。传祺 GM8 历经多年精心打磨，
为颠覆传统商务而来，目标人群是“追求优越生活、
自信在握的新一代商务精英”，为用户呈现“威严大
气恢弘外观、全维感官奢享座舱、无微不至舒享科
技、无忧安享智能安全”等四大核心价值，以引领中
国品牌豪华 MPV 的不凡之势，全面满足消费者商务
与家用的多样化需求。

传祺 GM8 市场指导价（万元）

320T 豪华版 17.68

320T 尊享版 18.98

320T 尊贵版 21.68

320T 旗舰版 25.98

威严大气恢弘外观
彰显卓尔不群旗舰气质

传祺 GM8 整车恢弘大气，气度非凡，拥有超 5
米车长，3 米轴距， 宽大造型气场强大、 威而不怒。
GM8 延续 i-Lounge 概念车的设计特征，采用家族
式凌云翼前脸，横向贯穿式镀铬前格删由黑色与亮
铬双色双层设计更显立体，豪华游艇式侧面立体设
计，透露出与时俱进的时尚气息。

精心雕琢的细节彰显高端格调，矩阵式璀璨晶
钻 LED 大灯与霸气格栅搭配， 形成强烈的视觉冲
击； 隐藏式 D 柱设计带来更修长与敞亮的空间感；
由 152 颗 LED 灯组成的横向贯穿式尾灯， 灯带借
鉴玉如意造型，独树一帜，展现尊贵优雅气质。

全维感官奢享座舱
尽享尊贵移动体验

为让用户感受到尊享礼遇，传祺 GM8“全
维感官奢享座舱”采用优雅、环保的轻奢商务色
彩搭配，展现低调的奢华内涵。

坐·尊享头等舱座椅：同级功能最全第二排
头等舱座椅，配备固定式宽大扶手、电动腿托、
睡眠头枕，并具有按摩功能，乘坐舒心自如；匹
配超大双片式全景天窗 +32 色智能可调 LED
氛围灯，尽享极致舒适。触·轻奢优雅内饰：环抱
式游艇座舱温馨和谐， 轻奢优雅雪后马德里格
调内饰、 棱格纹缝线饰板与大叶香樟自然肌理
哑光木纹， 让奢侈品的豪华感质感触手可及。
听·深海静谧空间：整车 NVH 运用大量隔音材
料，营造出 360 度全方位静谧车内空间，实现怠
速接近零震感、36.7dB 超静音，呈现“移动音乐
厅”音品质；嗅·氧吧清新呼吸：三区独立控制自
动恒温空调，前后排温度可按需调节；同级独有
高效 PM2.5 空调滤芯 +AQS 空气质量控制系
统，快速祛除颗粒粉尘、异味物质，对大于 3μm
颗粒过滤效果高达 95%；森林氧吧系统释放每
立方厘米 300 万浓度负离子， 可抑菌和净化空
气，同时大量应用环保低 VOC 材质，创造怡人
的车内环境。

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左三），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研究院院长王秋景
（右三），广汽乘用车副总经理闫建明（左二），广汽研究院副院长张帆（右二）、广汽研究院首席技术总监徐仰汇
（右一）、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和滨（左一）与传祺 GM8 合影。

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乘用车总
经理郁俊致辞。

上市发布会现场———沉浸式森林体验空间。

全维感官奢享座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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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场景奢享大型 MPV-传祺 GM8。

(本版图片均由谭遇祥提供)

传祺GM8尊享上市
售价 17.68-25.98万元

祺创新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