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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前行7年深耕，
广汽三菱转型升级

刚刚走过7周年生日的广汽三菱，在长
沙车展上，以新劲炫为展示亮点，向消费者
们展现了广汽三菱“活力、运动、乐趣、分享”
的全新企业形象，有人说，“如果欧蓝德和奕
歌是广汽三菱年轻化的开始，那么新劲炫是
它年轻化的飞跃”。

车主分享互动
“新劲炫变化真的很大”

发布会现场，不少观众纷纷被新劲炫的变
化所吸引，广汽三菱的新老车主也参与了分享
互动，有车主表示，“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摄
影，也非常期待和家人一起自驾出行，和家人
一起了解了一下新劲炫，都比较满意，这次，新

劲炫的变化真的很大。”的确，从外观到内饰，
从动力到安全，从设计到新技术的赋能，新劲
炫诠释了“新劲炫 趣发现”的全新主题。

长沙制造实力可靠，
新劲炫9.98万起诚意价格焕新而来

作为广汽三菱旗下首款明星车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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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消费者最喜爱的车型之
一。而本次改款升级，新劲炫
深度洞察中国市场消费者需
求，将国际设计风范与本土化
需求紧密融合，以“国际范，长
沙造”为国人进行了专属开发，

并推出4大派生车型：1.6L锋尚版、乐趣版和
2.0L活力版、智领版，并以9.98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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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新劲炫作为长沙制造的车型
登展长沙车展，意义非凡，除了展现长沙制
造可靠的造车实力外，也鼓励更多长沙人一
同趣探生活，丈量天地。

新劲炫配置全面升级，
“1314”专业SUV实力即刻感受

外观上，新劲炫在延续经典的Dynam-
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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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扬的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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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贴心加倍”，新劲炫不仅专为中国市
场定制开发了双色款座椅，而且还结合了人
体乘坐习惯，进行座椅舒适优化。此外，在
后排座椅方面，新劲炫的靠背还可6/4分割，
自由折叠、倾斜，为驾乘者提供舒适乘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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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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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劲炫让驾乘者
一路畅享驾驭乐趣。

而在安全方面，新劲炫亦精益求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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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二”购车福利尽情送，
新劲炫优惠政策享不停

适逢“双十二”购物狂欢节，除了极具竞
争力的产品焕新上市外，新劲炫同时还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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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十二”作为年中购物盛典，优惠不能
停。而长沙车展作为中国内地汽车盛宴的
收尾之作，广汽三菱除了购车方案外，更推
出了岁末感恩冬游季六大福利，直接回馈广
大湖南父老乡亲，及多年来一直支持广汽三
菱的消费者们。

广汽三菱新劲炫焕新而至
本土制造闪耀长沙国际车展

12 月 11 日，第十五届中国（长沙）国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以“发现 不止所见”为主题，作为“汽车湘军”
之一的广汽三菱，携欧蓝德、奕歌、新劲炫等众多明星车型闪耀亮相长沙车展，尽显“长沙伢子”魅力。这当中值得关注的，非刚刚上市
的新劲炫莫属。

福利一 预约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价值1000元的岁末感恩自由行大礼包
福利二 驾新劲炫趣发现，官方商城海量生活优品0元放送
福利三 官方商城完成注册，即有机会随机获得伴你行福袋
福利四 在官方商城成功申请金融服务，即可获得一次开福袋机会
福利五 每日完成指定集卡任务，即可兑换各种礼品
福利六 参与爱车晒照征集活动，即有机会获得限量礼盒等礼品

更多详情欢迎到店咨询

新劲炫，有趣有范有发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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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车云集 亮点纷呈
第十五届长沙国际车展开幕

日前，“e动精彩 3耀舞台”——比亚迪e3上市发
布暨e系列巅峰试驾会湘鄂赣站在长沙举行。比亚迪
e3基于e平台打造，共推出智·舒适型、耀·豪华型、创·
尊贵型共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10.38万-11.98万（综
合补贴后）。其中智·舒适型工况续航里程为 305 公
里，耀·豪华型与创·尊贵型工况续航里程为405公里。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华中营销中
心总监路天在发布会现场表示，e3是为年轻用户打造的
高性价比车型。据介绍，为了推动电动汽车普及，比亚
迪用极致产品力加极致定价造就未来趋势，有理由相
信，e3会成为10万级最强纯电产品，同时也号召更多的
年轻人和年轻家庭一起迈入智能电动出行新生活。

（何尚武）

12月11日，为期6天的第十五届长沙国际车展在长沙新国际会展中心正
式拉开序幕。本届长沙车展吸引了近百个汽车品牌的近千辆新车参展。包括
启辰星、比亚迪全新秦、广汽三菱新劲炫、全新广汽传祺GS4等在内的多款新
车闪耀登场，除此之外，比亚迪 E-SEED GT 超跑新能源概念车、东风雷诺
RS19 F1赛车等亮点车型也在车展盛装亮相，为长沙车友带来一场视觉上的
饕餮盛宴。

开幕式当天，东风启辰携A+级
SUV头等舱“启辰星”闪耀登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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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模块
化平台解决方案，全面满足未来智能

时代中国消费者多样化的高品质出
行需求。

“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作为东
风启辰VSA智能块架构下诞生的首
款 A+级 SUV 头等舱，启辰星汇聚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全球智慧，
融入品牌全新“混元美学”设计理
念。新车将于 2020年一季度正式上
市。

借本次长沙车展，比亚迪全新秦
燃油和秦EV正式登陆湖南。其中，
秦燃油共推出 4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6.49万—8.19万元；秦EV共推出2款
车型，补贴后售价区间为 12.99万—
13.99万元。此外，在 2020年 1月 25
日前购买比亚迪秦燃油版车型可享
抢鲜价：5.99万—7.69万元。

数据显示，今年1-9月，紧凑型轿

车市场在整体市场中占比达 31.7%，
是份额最高的汽车细分领域。此次上
市的全新秦燃油和秦EV，兵分两路，
分别进入燃油领域和新能源领域，继
续比亚迪在紧凑型轿车市场的征程。
而随着全新秦燃油上市，比亚迪王朝
系列产品也实现了在紧凑轿车、中级
轿车、紧凑型 SUV，中大型 SUV、MPV
市场的全擎全动力全覆盖。

长沙车展现场，广汽传祺位焕新
登场的第二代传祺GS4举行了品鉴交
车仪式，广汽传祺长沙坤达店总经理
杨雄、长沙长坤店副总经理付卫华向
10 位新车主交付新车并送上鲜花。
广汽传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华中营销
中心副主任罗阳勇出席活动并致辞。
他表示，广汽传祺时刻不忘 200万用
户的信赖与重托，将以加倍的诚意，为
更多的用户持续奉上更具价值的新一

代产品，创造更愉悦的智趣生活。
作为广汽跨平台模块化架构

GPMA打造的首款 SUV，第二代传祺
GS4在颜值、舒适、驾控、安全、智联
方面实现五大越级突破，共推出 9个
版本车型，售价区间为 8.98万-15.18
万，搭配“越级7重礼”优惠政策，车
展期间订车还可额外享 6888元车展
大礼包，以强产品力、高性价比回馈
消费者。

如果欧蓝德和奕歌是广汽三菱年
轻化的开始，那么新劲炫是它年轻化的
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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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劲炫迎来全新升级。在本次长沙
车展上，广汽三菱携焕新升级的新劲炫
强势亮相，“长沙智造”的魅力尽显。

新劲炫有 4大派生车型：1.6L锋尚

版、乐趣版和2.0L活力版、智领版，售价
9.98万—13.98万元。发布会现场，不少
观众纷纷被新劲炫的变化所吸引，广汽
三菱的新老车主也参与了分享互动，有
车主表示：“自己平时就比较喜欢摄影，
也非常期待和家人一起自驾出行，和家
人一起了解了一下新劲炫，都比较满
意，这次，新劲炫的变化真的很大。”的
确，从外观到内饰，从动力到安全，从设
计到新技术的赋能，新劲炫正诠释了

“新劲炫 趣发现”的全新主题。

12月11日，东风日产品牌携全
系车型亮相第十五届长沙国际车
展 W3 展馆，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张茂华，东风
日产华中二区营销总监郭亮等厂
家领导出席车展现场活动。据介
绍，此次长沙车展东风日产也是诚
意满满，购买第七代天籁、奇骏、楼
兰、途达、轩逸纯电可享受“1 元抵
1500 元/台”，购买第 14 代轩逸、劲
客、蓝鸟、骐达可享受“1 元抵 1000
元/台”，同时只要车展期间预订，
就可额外享受1000元油卡的赠送。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广州车展
上，东风日产凭借着“日产智行城
市”的科技魅力，获得了“最佳设
计展台奖”,此次长沙车展上，东风
日产以“日产智行”为主题的展区

也引发众多观众的围观。据介绍，
近几年来东风日产以“日产智行
（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为
核心，从智能驾驶、智能动力、智能
互联三大领域逐步导入领先技术
及产品，不断以创新融合的姿态积
极主动地应对灵活多变的中国市
场和客户需求，把最适合消费者的
技术与产品以非常合理的节奏推
出，赋予“人·车·生活”全新模样。

“为了让消费者更好地感知到日产
智行带来的智能汽车生活，东风日
产通过举办一系列活动全面推进
智能体验，构建场景化、体验化、智

能化的线下空间，包括日产智行体
验营、日产智行体验馆、日产智行
之夜、日产智行城市等。”东风日产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市场部副部长
张茂华介绍。

据介绍，1-11 月，东风日产累
计终端销量 1041020 辆，增长势头
不减。“华中二区作为东风日产的
重要战区，10 月份又获喜报，成功
实现了在湖南地区单月合资品牌
开票市占率第一的好成绩。”东风
日产华中二区营销总监郭亮向笔
者透露。据了解，主力车型轩逸组
合1-10月在湖南共开票17323台，

是C区隔市场的销量冠军，同比增
长16%；SUV阵营主力车型奇骏排
名合资品牌SUV第二名，同比增长
14.2%；逍客1-10月湖南开票5658，
排名合资品牌SUV第四名，同比增
长14.1%。 （何尚武）

“日产智行”魅惑星城
东风日产携全系车型出击长沙车展

“10万级纯电”比亚迪e3
长沙上市

何尚武谭遇祥

东风日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市场部副部长张茂华在长沙车展
现场接受采访。(东风日产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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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启辰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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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