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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进阶款传祺GS5全方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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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9日-7月 1日，以“跑旅
之美 至美而悦”为主题的“青春
跑旅环游记”MAZDA CX-30 全
国媒体试驾会驶入青岛。

定位于“新生代跑旅 SUV”，
MAZDA CX-30 完美承袭马自
达全新世代产品群的质感调性，
更大胆突破国内中小型SUV车型
限制，将轿跑车的设计感、操控感
和高级旅行车的质感内饰、空间
实用性融合统一；辅以 SUV 的高
通过性、高驾驶视野和高安全性，
树立起同级车型全新价值典范。

打开车门，触感舒适的软性
材质，细腻典雅的高级真皮，赏心
悦目且触感统一的按键旋钮、手
写滑控的新一代马自达悦联系统
等细致入微的巧思构想，带来“感
官私宠”般的体验，行车过程中，
驾驶者能够更安全、自如地“盲
控”车辆。此外，出色的整车静谧

性能，搭配全新环场声学布局8扬
声器高级和声音响，提高乘坐舒
适性的同时让全车乘员间的交流
更加亲近。

驾 驶 感 受 方 面 ，MAZDA
CX-30 全面搭载马自达全新世
代 SKYACTIV-VEHICLE AR-
CHITECTURE 创驰蓝天车辆构
造技术平台，提升行车过程中的

“一体感”；SKYACTIV-G+ 升
级版创驰蓝天高压缩比汽油直喷
发动机相较涡轮增压发动机动态
响应更为敏捷，起步跟车、并线
超车、制动过弯的操作感受都更
为 流 畅 舒 适 ，带 来 更 高 次 元 的

“人马一体”愉悦驾乘。
据悉，青岛站之后，“青春跑

旅环游记”将前往南京，品味云锦
文化的匠艺与精髓，感受传统文
化与现代生活交织的品质哲学。

（谭遇祥）

6 月 28 日，广汽传祺倾力打造的
“中国豪华驾享新旗舰”全新传祺 GA8
正式上市。全新传祺GA8带来了四个
版本，提供雅典黑、象牙白、贝尼塔灰3
种颜色，售价为 15.68 万元-22.68 万
元。此外，广汽传祺还特意推出了“驾
享GA8豪华8重礼”，包括至高8000元
的高能贴息礼、至高10000元的超级置
换礼、3000元的增购尊享礼，以及超长
质保礼、爱心保养礼、无限流量礼、无忧
健康礼、暖心服务礼等，助力新一代奋
斗者开启美好人生。

精进跃升，全新传祺GA8演
绎中国豪华新旗舰

作为广汽传祺最新旗舰力作，全
新传祺 GA8 凝聚了广汽传祺 12 年来
的匠心与智慧，在造型设计、驾控性
能、乘坐体验、智能科技上都展现出不
凡实力。据介绍，“2025C”是全新传
祺 GA8 的核心价值，其中“20”代表
20 万元以内的诚意价格，“2”代表铝
合金双叉臂独立悬挂带来的顶级操控
感和舒适感，“5”为 5003mm 超长车
身，而“C”则代表 C 级豪华行政座舱，
其所蕴含的高价值感将为消费者带来
超越期待的用车享受，成为“20 万元

以内最好开的豪华车”。
全新传祺 GA8 搭载第三代 390T

发动机，配备爱信6AT变速箱，具有强
劲动力、高驾驶性、高可靠性三大优
势。再加上仅为 0.28cd的同级超低风
阻系数，使其拥有同级最短7.8s单人百
公里加速时间，以及235km/h领先同级
的设计最高时速，澎湃动力呼之欲出。
此外，全新传祺GA8还采用豪车惯用的
前铝合金双叉臂式独立悬挂，配合后多
连杆独立悬挂，加上世界级大师调校赋

能，实现极致操控及极致舒适的最优平
衡，完美兼顾商务用车所需的平稳与偶
尔放纵的快感。

作为一款可以同时兼顾奋斗与享受
的旗舰车型，其乘坐体验必然不凡。全
新传祺GA8从“视觉”、“嗅觉”、“听觉”、

“触觉”、“感觉”五个层面进行精进跃升，
打造行政级豪华座舱。0重力人体工学
座椅，无缝贴合人体曲线，让用户从正襟
危坐到闲适倚靠都怡然自得，1008mm
超大腿部空间，更是为后排乘客创造媲
美头等舱级别的体验。

广之大成，全新传祺GA8树
中国品牌豪车新标杆

全新传祺GA8之所以有信心成为
成就人们奋斗与享受双面人生的豪华座
驾，其底气来自于自身过硬的实力，更来
自于广汽传祺12年在轿车领域的积淀，
以及广汽集团 23 年的技术积累与智
慧。这款集广之大成的自主高端轿车，
不仅将给消费者带来全新用车体验，还
有望树立起中国品牌豪华轿车新标杆。

12年前，广汽传祺用传祺GA5叩开
自主品牌汽车的大门，也成功切入中高
端市场，随后又相继推出了全新一代传
祺GA6、传祺GA8等轿车。以创新为驱
动，以品质为基石，以世界级产品品质与
高端制造实力征服市场，广汽传祺收获
了超过200万车主的信赖与嘉许，同时
单车平均售价站稳15万元区间，成为“含
金量”最高的中国品牌之一，同时持续助
力中国品牌向上发展。

此次全新传祺GA8是基于全新广
汽全球平台模块化架构——GPMA 平
台推出的首款高端轿车产品，充分体现
了该平台低重心、低风阻、低油耗、高舒
适、安全可靠等优势。它的焕新上市，再
一次展现出广汽传祺强大的研发和造车
实力，同时也体现了其对于轿车产品的
信念与信心。 （谭遇祥）

中国高端轿车破局之作，全新传祺GA8焕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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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广汽传祺2020进阶款GS5
正式上市，这款集高燃动力、无界座舱、智
航安全、光影美学于一身的新世代驾享先
锋SUV，立即与GS4形成“双雄”组合，向
10万-15万元 SUV 市场发起猛烈的攻
击，意欲为车主们开启精彩的进阶人生。

值得一提的是，消费者当月购车还
可享受超级0首付、1-5年免息/低息等
多种金融方案，最高送3年交强险&驾意
险、至高7000元金融补贴等优惠政策。

高燃动力 为激情全擎燃动

如果你出游，需要一台空间大、动
力强、油耗低的 SUV，GS5 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因为 2020进阶款传祺 GS5搭
载了传祺全新第三代 1.5TGDI 高性能
发动机（270T），并配备爱信全新 6AT
手自一体变速箱，可完全满足你追求诗
与远方的愿望。

操控，已成为当下无数年轻一代汽
车消费者的热衷追求，一辆具有良好操
控性能的汽车可与人以愉悦、安心的驾
乘体验。凭借第三代爱信6AT变速箱非
常好的换挡响应速度和平顺性，2020进
阶款传祺GS5操控起来有如行云流水般
干脆、畅快，让旅途中的你不仅能安享沿
途的风景，还能尽享驾驶的趣味。

除了在长途旅行中能给你可靠、畅
意的陪伴外，2020进阶款传祺GS5在城
市道路一样能给你舒心、绿色的体验。
新车采用博格华纳低惯量电控涡轮增压
器，使燃油燃烧更充分、更稳定，从而达
到更低油耗、更快起步响应的效果。起
步响应究竟有多快？这可以从红绿灯十
字路口起步的表现令你无比信服。

升级车辆弹性件，获取最佳匹配方
案；优化衬套，减少对设备的磨损、振动
和噪音；优化轮胎，提升震动舒适性，降
低油耗、清洁排放；优化 NVH，提升行
驶稳定性和舒适性……在一系列的优
化和升级后，2020 进阶款传祺 GS5 的
舒适性在老款车型上有了明显提升。

而经过国际大师研发团队精心调校，
2020 进阶款传祺 GS5 的底盘带来了脱
胎换骨的操控性。舒适性与操控性兼
具，让你无论是身处都市，还是置身户
外，都能感受到爱车给予的无微不至与
激情四射。

都说 SUV 油耗高？作为一款符合
国六排放标准的 SUV，2020 进阶款传
祺 GS5 发动机采用博世第二代高压喷
射系统，通过调整油束形态、单循环多
次喷射技术、电控可变排量机油泵技
术、NEDC 循环、GCCS 燃烧控制技术、
DCVVT双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机构等技
术，拥有“快速空挡控制”、自学习和自
适应智能控制、“Start-Stop”等功能，
在整车行驶阻力降低、整车标定各项优
化之下，可实现百公里油耗6.6L。

无界座舱 让愉悦淋漓尽致

生活需要仪式感，就像平凡的日子
需要一束光。内外兼修的 2020进阶款
传祺GS5就如你生活中的那束光，给你
十足的激情、优雅与尊贵感。

带上家人旅行，爱车空间的充裕与
否可直接决定行程幸福指数的高低。
2020 进阶款传祺 GS5 不仅拥有同级最
长轴距 2710mm，同级最大后排空间，
无论纵向空间、头部空间，还是横向空 间 的 利 用 率 上 均 优 于 其 核 心 竞 品

RAV4、奇骏、全新途胜、VV5、领克 02
等，如 VV5 在车辆长度、后备箱容量等
方面均不如传祺GS5。

高 质 感 真 皮 柔 软 多 功 能 座 椅 ，
0.42m2 超大全景天窗，水晶换挡球头，
简约科技线控换挡面板……2020 进阶
款传祺GS5采用宽奢舒适的设计语言，
拥有同级最大可开启面积和采光面积
的天窗，融入了简约科技元素，选用高
档材质与色彩的内饰。无论是谁探身
坐入车内的那瞬间，一定会感受到高格
调的仪式感和尊贵的气质。

当新鲜空气成为稀缺资源后，能否
在车内寻觅一片森林、绿洲？答案是肯
定的。2020 进阶款传祺 GS5 不仅严苛
选材, 将车内 VOC 排放降至最低，还

能将外面的浑浊隔绝于车外——车上
过滤净化系统不仅能高效过滤 PM1 颗
粒物，还能释放高浓度负离子，持续净
化车内空气，让车内每一口空气都清新
自然。

值得关注的是，2020 进阶款传祺
GS5的 NVH 开发严格遵循了从性能设
计到仿真分析再到测试调校的正向开发
体系，在历经 100多项整车级以及系统
零部件级的试验后，最终以怠速36.9dB
噪音及60km/h时58.5dB噪音的优异表
现，达到了同级优秀水平。无论外界如
何喧嚣，你始终可安享一片静谧悠然。

智航安全 为挚爱严密守护

选车、购车，安全性能总是绕不开
的硬性指标。在 2020 进阶款传祺 GS5
开发设计之初，开发团队便从乘员保
护、行人保护及主动安全三大方面进行
了全盘考虑。新车搭载的传祺新一代

全智能安全系统，整合众多先进主动安
全科技，从预防、到规避、到保护，实现
动态和静态全方位全天候保护。

在被动安全方面，2020进阶款传祺
GS5亦得到了进一步升级，碰撞安全性
能严格按照最新2018版C-NCAP五星
要求。如其中在乘员保护方面，2020进
阶款传祺 GS5 采用了广汽传祺第二代
GAC车辆碰撞吸能控制技术（第二代广
汽碰撞吸能技术），驾驶舱高强度钢占
比高达 95%，同时它还有丰富的安全约
束系统配置。而行人保护方面，则有 5
项保护的特殊设计结构，满足目前中国
市场最严苛的 2018 版的行人保护要
求。全系标配 AUTOHOLD& EPB；先
进后排预警安全带&未系报警。

夜晚行车，智能远近光灯切换系
统（HMA）可通过前挡风玻璃上摄像头
探测前方目标灯光情况，自动控制远
近光灯切换，使得夜晚行车更安全、省
心 。 跟 车 太 近 时 ，前 碰 撞 预 警 功 能

（FCW）会根据前方车辆和本车之间的
相对距离和速度进行告警。而当碰撞
风险很大或不可避免时，主动制动辅
助系统（AEB）将自动进行制动……一
切智能安全配置，只为您和您的挚爱
守护。

此外，新车还具备包括车道偏移预
警 系 统（LDW）、车 道 偏 移 保 持 系 统

（LKA）、自适应巡航系统（ACC）、E-
call 紧急人员救援、B-call 紧急车辆救
援等安全配置，以及 ICA 集成式巡航辅
助系统、TJA交通拥堵辅助系统等。

光影美学 以动感演绎型格

中国人讲究“气”，虽然看不见摸不
着，但缺了它，生命则没有光彩。2020
进阶款传祺 GS5 的设计师就将此道运
用至极致，使新车兼具气场、气质、气
韵、气度，可谓利刃开锋，气魄天成。

无论近看还是远观，2020进阶款传
祺 GS5 都是一个具有灵气的“爱宠”。
正面看是新一代家族化前脸，更大格
局、更强符号、更具冲击；侧身是具有强
烈雕塑感的腰线，更生动、更微妙、更性
感；鲸鳍银钩的 D 柱设计，带来更高的
辨识度；车尾则用简洁明确的线条将尾
灯贯穿起来，如同横向天际线，更稳健、
更鲜明、更精湛。

新车设计遵循“光影雕塑 3.0”设计
理念，凌云翼3.0一体式镀铬前格栅，以
简单有力的线条巧妙呈现出凌云之势，
远看仿佛雄鹰展翅的姿态，俘获众人目
光。耀目三星矩阵式LED前大灯，璀璨
光芒，骤然划破寂静黑夜，为您洞察前
路，照亮远方；一划开天 LED 贯穿式尾
灯，旭日锋芒破云而出，190 颗 LED 灯
交相辉映，塑造纯粹“光”的品质感；鲸
鳍银钩 D 柱设计，于棱角处露锋芒，于
无声处展力量；按笔飞提后视镜转向
灯，洒脱勾勒，将回旋镖凌厉弧度“镶
嵌”其中，气势逼人。

新车搭载的祺云概念智联系统具
有智慧腾讯车联、智能远程助手、虚拟
专人领航、超能语音副驾四项功能。无
论炎热的夏天还是寒冷的冬季，你在上
车前，都可以通过远程控制技术对车内
的温度、空气质量进行提前调节，使之
处于最适状态。纵然车外有严寒与酷
暑，车内却是四季如春。

进入 7 月，汽车市场迎来了新
的时间节点，特别是今年，多个汽
车相关的政策在 7 月 1 日生效，涉
及排放、ETC 等方面，对汽车行业
影响深远。

国六排放实施进入过渡期

5月，生态环境部、工业和信息
化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四部门联
合发布《关于调整轻型汽车国六排
放标准实施有关要求的公告》。

《公告》提出，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实施轻型汽车国
六排放标准，禁止生产国五排放

标准轻型汽车，进口轻型汽车应
符合国六排放标准。这就意味着
国五汽车禁止生产，非国六进口
车也受到相应限制，国内部分车
企因未达到国六排放标准将面临
全面停产，国五平行进口车也将
停止报关。

同时，《公告》提出，对2020年7
月1日前生产（机动车合格证上传日
期）、进口（货物进口证明书签注运
抵日期）的国五排放标准轻型汽车，
增加6个月销售过渡期。2021年1
月1日前，允许在全国尚未实施国六
排放标准的地区（辽宁、吉林、黑龙

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
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
疆等省、自治区全部地区，以及山
西、内蒙古、四川、陕西等省、自治区
公告已实施国六排放标准以外的地
区）销售、注册登记。 此次过渡截
止日期调整，给汽车企业留出了更
多缓冲期。

ETC将成新车原厂选装配置

按照工信部的通知要求，自 7
月 1 日起，新申请产品准入的车型
应在选装配置中增加 ETC 车载装
置，供用户自主选装。值得一提的

是，ETC的选装车型不仅包括乘用
车和客车，货车及专用车也在其
中，这就意味着未来货车、皮卡、特
种作业车也可以走ETC通道，货车
及特种车辆高速公路通行效率和
出行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此外，新规定的推行设置 6 个
月的过渡期，从 2020 年 7月 1日至
2021 年 1 月 1 日，车辆产品选装的
ETC车载装置，可采用直接供电方
式，也可采用非直接供电方式，并
在《公 告》参 数 中 进 行 备 案 。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新申请产品准
入的车型应选装采用直接供电方

式的ETC车载装置。
业内人士分析，以上两大政策

的实施或改变车企生产销售的路
径：国六实施正式进入过渡期，国
五停止生产和报关，历史使命进入
倒计时，对于部分没达标国六排放
的车企将面临倒闭风险，部分经典
国五进口车型可能退出市场；随着
政策推行及ETC后装的全国普及，
ETC前装将成行业趋势，但因前装
ETC需达到车规级要求，产品形态
及服务功能也将多样化发展。

（刘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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