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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车”计在于春
多款 SUV 车型扎堆抢滩正月车市
3 月 10 日，广汽三菱首款新能源 SUV “祺智”正式登陆长沙市场。

燃心科技及燃享价值为中国消费者打造尊
崇专享的出行体验，进一步提升东风雷诺产
品线的实力和魅力。与此同时，为实现
“2022
愿景”， 东风雷诺在成功起飞之后推出雄心
勃勃的具体路线计划。到 2022 年，东风雷诺
将实现“每年推出 2 款新车、经销商数量提
升 2 倍、年销量增长超过 5 倍”的宏大目标，
实现年销量 40 万台的新飞跃。
本次品牌之夜上，雷诺集团和东风雷诺
分别与阿里巴巴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在技
术、 新零售及服务等前沿领域开展合作，把
握未来机遇，深化雷诺“在中国、为中国”的
战略。

（广三供图）

何尚武 谭遇祥
刚刚跨入狗年，此前激战正酣的国内 SUV 车市便迎来了大批“新兵”加入
战团：有湖南本土企业广汽三菱的首款合资新能源 SUV 祺智、有“120 周年限
量版”头衔的雷诺 SUV 家族、有分别主打“智能”和“颜值”的众泰 T500 和宝骏

530 ……一时间，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相信正月
里国内 SUV 市场的一番热闹光景为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也必将带来更多实
惠。

祺享互联， 智领潮流，
首款合资新能源 SUV 祺智
长沙上市
3 月 10 日， 由长沙生产的广汽三菱首
款新能源 SUV“祺智”正式登陆长沙市场，
享受国地补及厂家补贴后售价为
17.38-18.38 万元。 新车发布会在德思勤城
市广场举行，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城慎辅，广汽三菱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部
长陈锐等领导、各主流媒体和经销商伙伴等
一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作为行业内首款
合资插电式混动 SUV， 祺智 PHEV 不仅享
受新能源汽车的多重利好政策加持，同时还
凝聚广汽集团卓越精湛造车工艺，传承三菱
汽车百年世家品质， 可谓“实力新主流”座
驾。
相对纯电动汽车而言，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既可以在一定里程内实现零油耗，又可
避免因亏电而半路抛锚的尴尬，已成为绿色
出行的理想之选。 而祺智 PHEV 正是符合
消费者用车需求的“插电式新主流”，在新能
源汽车多重利好政策支持下， 更显物超所
值。 除了集结多项政策优势及多重优
惠“壕”礼，祺智自身实力也出众不
凡，具备先进卓越的配置，性

能丝毫不逊色于传统的燃油车。 本次区域上
市活动，不仅让长沙地区消费者近距离感受
到首款合资插电式混动 SUV 的绝伦魅力，
同时也为祺智 PHEV 全面销售打响完美的
一枪。 以近几年欧蓝德、劲炫、帕杰罗车型的
优异表现来看，广汽三菱品牌已得到广大消
费者的认可与信任。 相信作为广汽三菱的最
新重磅力作，祺智有望成为新能源市场的新
标杆，为品牌的荣耀新征程打下坚实基础。

雷诺 SUV 家族 120 周年
限量版上市
日前，盛况空前的“120 年全燃为你 雷
诺暨东风雷诺品牌之夜”于上海东方体育中
心落幕。 现场，雷诺经典老爷车 TYPE-A、
TYPE-JY、Renault 5 Turbo 及 概 念 车
Trezor、Symbioz 亚洲首秀， 与 R.S. 2027
概念车一起全面演绎雷诺“
Passion for
life”品牌主张，以及“悦心设计、暖心科技、
安心畅行”的三大品牌 DNA，向中国市场展
示雷诺个性鲜明的品牌魅力。
以品牌之夜为契机， 东风雷诺正式发布
雷诺 SUV 家族 120 周年限量版”车型，共
了
“
计四款产品， 官方指导价 14.98 万元 -22.28
万元。 限量版车型在全新一代科雷傲、科雷
嘉和卡缤成功的基础上打造， 以燃情设计、

泰 T500 无论从外观或者内饰来说，都保持
着较高的原创度。 众泰 T500 采用了新锐美
学设计，融入科技、运动与商务的设计元素，
硬朗之下自显优雅。 内饰方面，众泰 T500
采用了全新内饰设计，个性化的内饰风格十
分迎合当下消费人群所追求的物质与精神
的双重享受。 座椅调节方面，众泰 T500 提
供手动或电动多向调节、座椅加热、电动腰
托 + 记忆等功能。 空间方面，2700mm 的卓
越轴距，充分保证了充裕的腿部空间。 配置
方面， 新车将全系配备电动调节外后视镜
(带侧转向灯)、 前排 LED 阅读灯、PM2.5 过
滤功能。此外，诸如一键启动 + 无钥匙进入、
4Gwifi、全景泊车影像、行车记录仪、触控式
静音空调、多功能液晶仪表盘、全景天窗、智
能语音交互控制系统和众泰智能互联系统
3.0，以及 ACC 自适应巡航、感应式电动尾
门夜视系统等高端配置的优势融入，也将进
一步提升消费者的用车感受。 安全方面，新
车全系配备了 ABS+EBD、BOS 刹车优先
系统、紧急制动提醒功能、前排双安全气囊
等安全实用配置。

众泰 T500 新时代智能
SUV 上市
日前， 众泰汽车 2018 的开年之作——
—
新时代智能 SUV 众泰 T500 在杭州黄龙体
育馆正式上市。 新车推出豪华型、尊享型、智
能互联尊贵型、智能互联旗舰型在内共 7 款
配置车型，搭载 1.6L 或 1.5T 发动机，匹配
5 速 手 动 或 6AT 变 速 箱 ， 售 价 区 间 为
6.98—12.38 万元。
作为众泰汽车旗下全新智能 SUV，众

“
型鲨”宝骏 530 广州上市
3 月 11 日，有着“型鲨”绰号的宝骏汽

车全新紧凑型 SUV 宝骏 530 在广州正式上
市，共八款车型包括手动挡和自动挡各四款
车型， 满足不同用户的购车需求与喜好，售
价区间为 7.58—11.58 万元。
此次宝骏 530 新车在广州的上市发布
会主题为“与你同型”，希望用一场别开生面
的用户盛会回应粉丝的热情，同时也是对宝
骏汽车一直以来坚持的“以用户为中心”的
诠释。 发布会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超过
800 名宝骏忠粉，助力“型鲨”上市，一同为
宝骏 530“打 Call”。
定位高品质型格 SUV 的宝骏 530，整
体设计时尚前卫，并展现出超越尺寸的大气
形象；不仅拥有宽敞自由的大空间，不输同
级合资品牌的静谧性， 还针对底盘和 NVH
表现做了深度优化，前后悬挂均采用采埃孚
旗下的萨克斯减震器，经过精心调校，使其
操控平稳，滤震优秀。 值得一提的是，凡在 4
月 30 日前购车的用户， 可享受 18 期 0 利
息和 5000 元的置换补贴，并且两项政策可
叠加使用。

2018 湖南车展将于 5 月启幕
日前， 笔者从 2018 湖南车展新闻
通气会上获悉，一年一度的 2018 湖南汽
车展览会将于 5 月 9 日至 13 日在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长沙世界之窗旁）盛大举
行。
据介绍， 湖南车展由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全国工商业联
合会汽车经销商商会、 湖南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 湖南省商务厅和长沙市人
民政府指导，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长沙晚

报报业集团、湖南省汽车商会联合主办，
长沙晚报、三湘都市报、湖南省汽车商会
共同承办， 长沙湘车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全程运营， 至今已成功举办十届， 享有
“中部第一展”的美誉，一直引领着中部
车市潮流。
经过组委会精心组织和谋划，本届车
展不仅将延续去年颇受好评的“万人团
购”、“摄影大赛”、“
看车中大奖”等主题活
动，更将首次创新推出
“全民代言人”、“萌

车我最爱”、“汽车达人题王挑战赛” 等精
彩互动活动。 历届湖南车展，新车和顶级
豪车都扎堆亮相。由于今年的湖南车展时
间上刚好与国内最大的国际 A 级车
展——
—北京车展相承接，众多在北京车展
全新亮相的新车，也会同样出现在湖南车
展现场。 因此，2018 湖南车展同样将成为
今年湖南车市风向标，最新车型、最全品
牌都将在本次车展上展示。
（何尚武）

开往春天的“祺智”
—广汽三菱首款新能源
——
SUV 祺智抢“
鲜”试驾全体验
在崇尚低碳环保生活的今天，绿色科技的
出行方式已经成为都市人群的新选择。阳春三
月， 广汽三菱首款新能源 SUV 祺智登陆长
沙， 以 20.98—21.98 万元的价格刷新了合资
新能源的市场格局， 享受新能源补贴后的祺
智，售价为 17.38—18.38 万元（视各地补贴政
策有不同）。
作为首款合资插电式混合动力 SUV，祺
智从外观到内饰，从行驶到油耗，都表现出“极
智”的产品特征，体现了广汽集团先进的造车
理念。 下面，就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广汽三菱
新能源 SUV 祺智。

极智空间
驾乘舒适自由驰骋
祺智外观精致，完美诠释国际化与中式审
美融合的设计美学， 曾斩获北美创新未来大
奖。 横向拉伸的前格栅饰条，与前大灯融为一
体，格调新潮且辨识度极高。 流畅上扬的腰线
则让整个侧面修长俊美， 完美满足消费者对
SUV 的颜值要求。
坐进车内，内饰采用环绕式结构，空调出
风口、空调按键等加入了兰博基尼风格六边形
按钮设计，立体布局提升精致档次，真皮材质
的座椅更带来良好的包围感。 令人惊喜的是，
由兰博基尼设计师创意打造悬浮环绕式
360°立体布局，使车内腿部、头部空间充裕，

可自由舒展身体。 此外， 祺智拥有同级最优
980mm 超大后排和 436L 后备箱空间， 出行
载物毫无压力，为车主营造新能源 SUV 标杆
式的“
极智空间”体验。

极智动力
动力经济双重提升
祺智搭载二代 1.5L 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
和国内创新 G-MC 机电耦合系统、 液冷三元
锂电池组成的混动系统，为驾驶者提供纯电模
式、增程模式和混动模式三种工作模式。其中，
纯电续航大于 58 公里、 单次最大续航里程超
过 600 公里。
三种模式的轻松切换，可以为驾驶者提供
完美的出行解决方案。如城市上下班及日常出
行完全可以采取纯电模式，既环保节能又经济
实用。 如果有远程出行的需求，祺智 600 公里
的续航里程足以满足城际交通和车主自驾游
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 祺智不仅配置一键启动
功能，具备良好的驾驶体验，其油门反应也
十分迅速，提速快且反应及时。 在保证平稳
加速的情况下，拥有出色的静谧性表现。 得
益于双擎动力与变速箱的完美协作，祺智的
动力、节能表现两不误，为消费者带来都市
新能源生活。

长沙生产的广汽三菱首款新能源 SUV 祺智， 以 20.98 — 21.98 万元的价格刷新了合资新
（广三供图）

能源的市场格局。

极智科技
乐享智能多彩出行
一款潮流的新能源 SUV 除了满足绿色出
行需求，更需要先进的智能科技加持。 祺智搭
载 T-BOX 智能互联系统，可实现远程启动车
辆上锁、车辆定位、车况查询等功能。全液晶组
合仪表、电子手刹系统 AUTOHOLD 等配置，
以及便捷先进的旋钮式电子换挡，大大提升了
车辆的科技感，方便使用者操作。
前面我们提到了祺智表现出色的静谧性，
该技术优势源于祺智 360°全方位静音车舱
的精妙设计。 通过在机舱、座舱及车门多处使
用大面积吸隔音材料，祺智实现了全方位的噪
音隔绝，NVH（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更是
领先同级。

辆电子稳定操控系统，能迅速响应并保持行驶
稳定性。 其胎压监测则采用全球唯一掌握
TPMS 核心技术的英国施拉德直接式 TPMS
智能胎压温测试系统， 搭配上 ESP 电子稳定
控制系统等技术护航，祺智将为驾乘人员带来
( 谭遇祥 )
“
极智安全”保护。

试驾后记：
近年来， 随着环境与能 源 的 压 力
不 断 增 大 ，以 及 汽 车 行 业 “双 积 分 ”政
策的缓步实施， 新能源汽车发展 势 头
愈发猛烈。 而在火爆的表象之下，是各

极智安全
倾力护航安全保护

广汽三菱各经销商：
广汽三菱湖南星宏中南店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星沙开发区中南汽车世

界锦绣路 B2-02 号
销售热线：0731-84073030

口往东 500 米
销售热线：0731-88785557
广汽三菱长沙兰天河西店
地址：长沙高新开发区岳麓西大道 3599 号

广汽三菱长沙炜坤天心店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雀园路

雷锋街道兰天汽车文化园 7 号栋 102 室
销售热线：0731-89581000

广汽三菱在 J.D.Power 中国新车质量研
究报告（IQS）中素来成绩优秀，作为其标杆产
品的祺智在
“
安全”方面自然也具有不俗实力。
祺智拥有平稳扎实的多连杆后独立悬挂、
GAC 安全车身设计与符合北美 SUV 车顶抗
压标准的强化车身，大大提高了平衡性能与驾
乘安全性。
不仅如此， 祺智全系标配第九代 EPS 车

大新能源汽车的激烈厮杀。 作为 广 汽
三菱引以为傲的首款合资插电式 混 动

SUV ， 祺智展 现 的 是 一 款 标 杆 新 能 源
车型的智能感和科技感。 集空 间 、动
力 、科 技 、安 全 性 能 于 一 身 ，极 具 性 价
比优势的祺智未来将进入更多家庭，
让更多消费者感受到智能汽车新生
活，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