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2 日，第十七届广州国际汽车展
览会在广交会展馆正式开幕。 以“发现 不
止所见”为主题，广汽三菱携众多明星车型
强势参展。 继 10 月中旬，刚迎来 7 周年生
日的广汽三菱， 于本届车展再次向外界展
现了“活力、运动、乐趣、分享”的全新企业
形象， 并实现产品升级， 正式推出重磅车
型———新劲炫。

2019 年，是车市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
面对中国汽车产业格局深刻的调整和变
化，广汽三菱以全新战略思维，积极拥抱变
化，正加速从整车制造企业向“SUV 生活方
式引领者” 转型， 致力成为消费者信赖的

“SUV 生活家”。 接下来， 广汽三菱将在产
品、市场、渠道及服务等企业运营的多个领
域，将消费者价值战略全面落地。 本届广州
车展，新劲炫的正式发布，便是广汽三菱产
品升级、推进全面智能化的重要体现。

售价 9.98—13.98 万
新劲炫公布四大派生车型

作为广汽三菱旗下的首款明星车型，
自上市以来， 劲炫凭借优异性能以及安全
可靠的品质在中国市场占得一席之地，成
为了消费者最喜爱的车型之一。 此次，焕新

升级的新劲炫在广州车展正式亮相上市，
一登场便获得众多关注。

在发布会上，广汽三菱公布了新劲炫
4 大派生车型：1.6L 锋尚版、 乐趣版和
2.0L 活力版、智领版。 在售价方面，优化
升级后的新劲炫以 9.98—13.98 万极具
诚意的价格为广大消费者带去更为实惠
的购车选择， 鼓励更多消费者趣探生活，

丈量天地。

“驾值”升级
新劲炫有趣有范儿有发现

新劲炫是三菱汽车深度洞察中国市场
的消费者需求， 将国际设计风范与本土化
需求紧密融合而来的车型。 外观上，新劲炫
在延续经典的 Dynamic� Shield 家族式前
脸基础上，进气栅栏新增镀铬条装饰，多了
几分硬朗。 凌厉的前 LED 大灯和采用矩阵
式竖状布局设计的雾灯与转向灯， 让前脸
更具辨识度。

上扬的腰线从前翼子板延伸至尾灯，
搭配双五辐式设计的 18 寸轮毂，带来强烈
的运动气息。 此外，新劲炫还新增熔岩橙定
制颜色，满足更多年轻人个性的购车需求。

除了外表强势吸睛， 新劲炫内饰升级
尽显精致。 其采用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水
平分体式”中控台设计，在合理利用车内空
间的同时， 提升了整体内饰的档次与品质
感。 加上三幅式皮质多功能方向盘，触感舒
适，且集合多项功能，让行车更安全便捷。

新劲炫“贴心加倍”，不仅专为中国市
场定制开发双色款座椅， 而且结合人体乘
坐习惯，进行座椅舒适优化。 后排座椅靠背
还可 6/4 分割，自由折叠、倾斜，提供舒适
乘坐体验和更多变的储物空间。

在智能科技方面， 新劲炫搭载 10.1 英

寸高清大屏和“菱云悦享智联”系统，集人
机交互、防盗追踪系统、道路救援系统、手
机镜像互联等多项功能， 开启汽车移动终
端的非凡体验。

秉承百年三菱造车工艺， 新劲炫在动
力上优化升级， 搭载三菱最新 4J 系
MIVEC 发动机，通过连续可变气门正时升
程系统，在保证充沛动力输出的同时，有效
保障燃油经济性。 加上与 INVECS-Ⅲ无级
变速器、专业 SUV 底盘的默契配合，让驾
乘者一路畅享驾驭乐趣。

此外， 新劲炫在安全方面亦是精益求
精。 除了配置同级罕有的 7 安全气囊以及
RISE 抗冲撞安全强化车身外，还增加了胎
压监测系统，提高行车安全。

新劲炫不仅以极具竞争力的产品实力焕
新上市，同时还推出了诚意的购车方案：即购
买新劲炫可尊享 3年 0息专属金融计划、至
高 5000 元置换补贴以及 3 年 10 次免费常
规保养，让消费者轻松成为有车一族。

新劲炫， 有趣有范儿有发现。 相信此
次， 新劲炫凭借“1314”———10 万级 SUV
优选、品质 3 大件、时尚内饰、10.1 英寸智
能网联系统、4 大设计革新的核心卖点，全
面塑造“入门级 SUV 优选”的车型形象，将
与欧蓝德、奕歌的“歌德组合”实现强强联
合，助力广汽三菱不断高歌猛进，以优质的
产品和服务， 继续为更多消费者带来愉悦
的用车生活。

多项配置升级，广汽三菱新劲炫亮相广州车展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陈茂善（右二），广汽
三菱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葛城慎辅 （左二）， 广汽三菱汽车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李曲明
（右一），三菱汽车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田成雄（左一）齐聚车展。

新劲炫前脸

新劲炫发动机 新劲炫七安全气囊 新劲炫双色座椅 新劲炫中控台 新劲炫 18 寸轮毂

11 月 22 日，2019 第十七届中国（广
州） 国际汽车展览会正式拉开帷幕， 作为
2019 年国内最后一个 A 级车展，本届展会
展出车辆超过 1000 款，其中全球首发车型
38 款，新能源车型 182 款。 值得注意的是，
较之去年 1085 辆的参展数量本次车展规
模小幅缩水， 同时受车市低迷形势影响，东
风雪铁龙、 观致汽车、 众泰汽车等超过 10
家车企缺席了此次盛会。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作为广州本土车企
的广汽集团及旗下各品牌、东风日产、东风
启辰等挑起了大梁， 不仅纷纷推出新车、新
能源车、概念车，更充分发挥主场优势，打造
出本次车展的主要亮点： 如广汽集团打造
“广汽馆”、东风日产构建“日产智行城市”等
等，广州本土车企的集体发力成为本届广州
车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广汽馆”大兵团作战显主场优势
11 月 22 日， 广汽集团携广汽传祺、广

汽新能源、广汽本田、广汽丰田、 广汽菲克、
广汽三菱等整车企业，再次在广州国际车展
2.2馆组团包馆，以“广汽馆”强势亮相。当天
上午，广汽集团首次联合广汽传祺、广汽新
能源大自主板块举行车展新闻发布会，并发
布“广汽 e-TIME行动”计划。

围绕此次广州车展“新科技，新生活”的
主题，“广汽馆” 有多款新车型发布和展示。
广汽集团首发了全球低风阻新纪录电动乘
用车 EN0.146，这款 6 座大型家用车，风阻
系数仅有 0.146， 体现了广汽研究院在空气
流场管理与风阻降低技术的先进性；广汽传
祺全新 GA8 与 GS8、GM8 一起， 构筑广汽
传祺最强高端车型矩阵；广汽新能源携旗下
两款热销车型 Aion� S、Aion� LX 亮相；广汽
本田两员全新中级 SUV 皓影 BREEZE 以
及首款纯电动 SUV� VE-1吸引眼球； 广汽
丰田首款中型 SUV 威兰达完成首秀； 广汽

菲克带领全新 Jeep 指南者夜鹰版及 Jeep
全路况家族登场； 广汽三菱则携 2020款劲
炫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广汽集团旗下移动
出行平台如祺出行首次亮相广州车展，成为

“广州车展官方指定出行合作伙伴”。

打造广州车展最大亮点
东风日产构建“日产智行城市”

11 月 22 日，东风日产携旗下明星车型
在广州国际车展闪耀亮相,以“智享·美好未
来”为参展主题，打造规模超前的全新智慧
展台，并正式启动专属品牌体验空间———日
产智行城市，汇聚日产智行（NISSAN� In-
telligent� Mobility） 智能领域前沿技术，向
消费者全面呈现智能美好出行生活。

作为本届广州车展最大的亮点之一，日
产智行城市深度结合消费者生活场景，通过
智行驾控、智行供能站、智控踏行、智影空
间、智行感知助手、全智视界、智行伙伴、智
行顾问，共八大体验设备，构筑品牌专属的
惊喜世界，为消费者带来一系列的科技趣味
互动。 其中，在日产专属的动感试驾模拟平
台———智行驾控体验区， 消费者可以通过

“资格赛 + 竞速赛” 的双模式， 深入体验
ProPILOT 超智驾技术带来的速度与激情。
在智行供能站体验区，通过模拟家庭用电高
峰突发停电场景， 向消费者直观呈现日产
LEAF� to� home 车辆到家庭技术运作的全
过程，向消费者展示日产的先进电池技术以
及 能 源 管 理 技 术 。 此 外 ， 以 日 产
Brain-to-Vehicle 脑控车技术、 日产 In-
visible-to-Visible� 无形可视化技术为灵
感，东风日产分别打造智行感知助手体验区

以及全智视界体验区。

东风启辰发布 A+ 级 SUV 头
等舱“启辰星”

11 月 22 日，东风启辰以“智趣星生”为
主题， 在广州车展隆重揭幕 A+ 级 SUV 头
等舱———启辰星，并发布全新智能化造车体
系———VSA智能模块架构。

据介绍，VSA 智能模块架构是东风启
辰集全球智慧、为中国消费者专属打造的智
能化造车体系。该架构集灵活性与前瞻性两
大特点于一身， 涵盖 VSA-L（中大型平
台）、VSA-C（紧凑型平台）、VSA-E（电动
车平台）三大平台矩阵。 作为 VSA 智能模
块架构下诞生的首款车型，启辰星是根据中
国消费者需求专属打造的一款重磅战略车
型，更是东风启辰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式标
志性产品。 据介绍，其汇聚“雷诺 - 日产 -
三菱”联盟全球智慧，在智能化、舒适性、驾
驶乐趣等方面都有全面提升。

启辰星搭载了同级唯一的 48V 轻混增
压动力系统，集加速助推、能量回收、滑行停
机、怠速再启动等于一身，实现舒适畅快驾
驶与高效节油的双重享受。 同时，其配置了
东风启辰联合百度开发的 CCS4.0 启辰全
新车联网系统，提供智能物联、汽车云支付、
组队通信、AR 实景智能导航等多项先进智
能交互服务，更以标配的 BOSCH� ESP� 9.3
系统、包括主动安全保障组合、多场景启动
组合等在内的 13 项主动安全辅助功能，充
分保障了驾乘人员的平安出行。这一款全新
的战略车型，也展现出东风启辰勇于开创新
格局， 致力于跻身主流阵营的崭新面貌，正
如其全新星级车标所喻示的———奋力展翅
的双飞燕， 代表着东风启辰将以崭新的面
貌，自信向上、奋力翱翔。

（何尚武 谭遇祥）

A级车展年度收官之作羊城启幕
广州本土车企挑大梁

初冬时节，长沙万山红遍，层林
尽染。第二代传祺 GS4 携百万信赖之
傲人姿态耀世焕新。11 月 23 日，汽车
专业媒体、新老客户以及广汽传祺的
忠实粉丝们，从长沙三家经销商长沙
长坤、长沙坤达、长沙宝能门店出发，
在河西汽车城试驾基地进行了深度
试乘试驾体验， 后齐聚长沙乐运魔
方， 用一场别开生面的品鉴“嘉年
华”， 开启第二代传祺 GS4 全新的智
趣生活。

据介绍，广汽传祺湖南区域销量
累计突破 10 万台，本身足以证明湖
南车主对广汽传祺的喜爱， 在这群
可爱的车主群体中， 有着明显的湖
南人性格标签，他们“吃得苦、耐得
烦、霸得蛮”，作为老车主代表发言
的黄先生分享了购买传祺 GS4 带来
生活上积极的变化， 苦尽甘来的他
说，坚持下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有
人懂你吃过的苦， 也有人分享你苦
过之后的甘甜。

在智能化、数字化、互联化的发展
趋势下，“人、车、生活”无缝连接成为
常态。 第二代传祺 GS4 无疑精准地把
握到了这些发展的趋势， 深受新一代
车主们的喜爱， 在新车主的互动分享
中， 我们明显感觉到第二代传祺 GS4
在越级智能互联方面满满的诚意，赢
得了这部分车主的芳心。 作为全球首
款微信车载版量产 SUV，第二代传祺
GS4 搭载了与腾讯联合研发的腾讯
TAI 车联网智慧系统，17 个自然语
义、21 项远程控制服务、 高德腾讯双
地图导航、超级 ID 自定义驾驶者让出
行轻松无忧。 (谭遇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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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传祺 GS4
品鉴“嘉年华”长沙举行

作为湖湘车市的老牌劲旅， 东风日产
中拓瑞恒星沙店自起航以来， 凭借优质的
服务质量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赢得了众多
客户的认可和青睐。 今年 8 月，为了给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该店迎来改造升级。
近日， 笔者获悉， 新店的改造升级已经完
成，店面布置焕然一新，将于 12 月 1 日新
装开业。

位于长沙中南汽车世界金茂西路
H13、H14 的东风日产中拓瑞恒星沙店隶属
浙商中拓集团，公司占地面积 12 亩，是全
国投资规模最大的专营店之一， 也是东风
日产乘用车公司授权建立的华中地区首家
东风日产系列品牌轿车的特约经销商。 成
立至今， 东风日产中拓瑞恒星沙店曾 6 次
获日产全球大奖，5 次获年度钻石店，4 次

获年度白金店，在 2010 年还被东风日产授
予“特别贡献奖”。

为全面提升客户体验， 向客户传达更
加清晰、舒适的体验感受，2017 年，东风日
产提出在中国市场内同步推广 NISSAN 针
对全球消费者制订的第二代零售店铺环境
设施标准 NREDI2.1， 并计划在 2022 年前
实现全部专营店的新标准升级。 该标准以

全球消费者的购车需求与习惯为导向，旨
在打造整体化的销售体验。 笔者注意到，今
年改造升级后的东风日产中拓瑞恒星沙
店，外观呈现更年轻、更有活力。 新店对展
厅整体的照明进行了强化， 销售动线的设
置也更加流畅合理， 展厅看起来更宽敞明
亮， 完全实现了销售和售后客户的进店动
线分离。 （何尚武）

湖南首家 NISSAN全球标准店即将“焕新出发”

文/图 谭遇祥

东风启辰在广州车展发布
A+级 SUV 头等舱———启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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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产智行城市”成为本届车展的最大亮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