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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篇

雷克萨斯 LM

展馆：

6A01

新车看点 ：

L 牌埃尔法值得

期待

雷克萨斯官方早前发布了一张旗下

全新级别车型的预告图， 并宣布该车型

将在上海车展全球首发。 从预告图来看，这是一

款 MVP 车型。 雷克萨斯不久前在中国注册了

“LEXUS LM350”和“LEXUS LM300h”商标，因此业

界预测新车或将是命名为 LM。 从预告图上看，新车

采用了雷克萨斯最新的家族式脸谱，纺锤形进气格栅内

部采用网状结构设计，大灯由三颗矩阵式灯珠组成，下方的

勾型 LED 日行灯非常抢眼。

记者点评：目前雷克萨斯的产品布局已经比较完善，从紧

凑型至大型的轿车

/SUV

一应俱全， 唯独没有小型车和

MPV

，

而雷克萨斯称该车型为全新级别的车型，侧面图也正如网友猜

想那样，是一款雷克萨斯版“丰田埃尔法”。 新车具体表现如何，

还需静待上海车展的揭晓。

全新一代昂科拉

展馆：

1A04

亮点：

推出不同尺寸双版本

新一代昂科拉在昨日的别克品牌日首发

亮相。 作为别克品牌引入的通用汽车新一代全

球车型系列的首批新车，新一代昂科拉最大的

亮点就是提供两款不同柔性化尺寸的版本。

记者从工信部官网获悉，新一代昂科拉将

有昂科拉以及昂科拉 GX 两种版本，将形成别

克品牌入门 SUV 车型矩阵，丰富该品牌 20 万

元以内的 SUV 产品线。

昂科拉 GX 采用了全新的外观设计，LED

大灯组与盾形前格栅相连，中央点缀有细长的

横向镀铬饰条，下方则是 H 形的贯穿式下部进

气口和黑色前唇，使得前脸造型比较协调。 而

侧面来看， 昂科拉 GX 采用了悬浮式车顶设

计，车身线条简洁，搭配双色轮圈和黑色轮眉

看起来年轻时尚。 车身尺寸为 4463/1813/1642

毫米，轴距达到 2640 毫米。

记者点评： 昂科拉

GX

定位紧凑型

SUV

，

未来将填补昂科拉与昂科威之间的空白，其实

也就

2

万元的区间 ，还有什么市场空白是 “填

空狂魔”雪佛兰不能做的？

新一代创酷 Tracker

展馆：

1A03

新车看点：

年轻运动化标签

雪佛兰品牌在车展前夕官宣全新

SUV 创界 Trailblazer 和新一代创酷

Tracker 将于 2019 上海车展全球首

发。 作为通用汽车新一代全球车型系

列成员， 雪佛兰新一代创酷将搭载最

新驱动科技和智能互联科技， 拥有时

尚个性的外观和实用丰富的配置。

外观上 ， 雪佛兰新一代创酷

Tracker 采用雪佛兰家族式的设计，整

体塑造出极强的年轻与动感气息。 车

身尺寸方面， 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

4270/1791/1602（1627）毫米，轴距为

2570 毫米。 新车未来还将推出不同外

观风格的车型。

动力方面，新车或将搭载 1.0T 三

缸发动机 ， 其最大功 率 为 84kW

（115PS）， 预计匹配 6 速双离合变速

箱。

记者点评 ：雪佛兰坚信“年轻

=

运

动”，所以

Redline

版本应该不会缺席。

传祺新一代 GA6

展馆：

8B08

新车看点：

采用传祺全新家族设

计

车展前夕， 广汽传祺新一代 GA6

的谍照已经得到曝光， 新车将套用传

祺最新的家族化内外设计， 并将抛弃

现款 GA6 车型经典的阿尔法·罗密欧

平台。

新车的内饰同样做出了巨大变

革，跟上市不久的 GS5 车型如出一辙：

大尺寸的仪表盘+中控连屏、类似 GS5

的排挡区域设计、中央较高的扶手台、

观感一流的皮质座椅令人印象深刻。

动力方面，新一代 GA6 或将采用

与 GS5 同款的 4A15M1 和 4A15J1 两

款 1.5T 发动机，并匹配爱信 6AT 变速

箱和 6MT 变速箱。 其中 4A15M1 发动

机在较早期传祺车型上搭载， 其最大

功率为 112kW （152PS）， 峰值扭矩

235N·m； 而更新的 4A15J1 的 1.5T 发

动机最大功率可达 124kW（169PS），峰

值扭矩 265N·m。

记者点评：

GA6

终于抛弃阿尔法·

罗密欧的老平台，望能继往开来。

新一代现代索纳塔

展馆：

4A03

新车看点：

定位更运动化，采用全

新设计理念，车型大改变

新一代索纳塔新车诠释了现

代 全 新 的 Sensuous Sportiness

设计理念 ， 相比上一代车型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新车采用了时下流行的

大嘴 式 格 栅 设 计 ，

搭配两侧狭长的矩阵式大灯组，

非常霸气。 全新索纳塔的定位将

会更加运动化， 因此其车身高度

将比现款车型低 30 毫米， 车身宽度

则增加 25 毫米， 更加低矮的车身不

仅视觉上更加运动， 还会带来更加稳

定的操控表现。 此外， 新车的轴距增

加了 35毫米， 车身长度增加 45 毫米，

车厢内部的纵向空间也有望得到优

化。

目前， 现代官方暂未公布新车的

具体配置以及动力信息， 预计将提供

2.4L/2.0T 以及 2.0L 混动三款动力可

选。

记者点评：不知这一代索纳塔能不

能在主流中高级市场拥有姓名呢？毕竟前

后迈腾、帕萨特、凯美瑞、雅阁 、天籁等

等。

比亚迪汉

展馆

：8B11

新车看点 ：

直线加速跑进“2 秒俱

乐部”？

比亚迪全新中型车———汉确定在

本届上海车展首发， 新车将采用最新

的 Dragon Face 2.0 家族设计语言，归

属于王朝系列车型。 新车的最强版本

百公里加速时间有望达到 2.9s，直线加

速能力可看齐特斯拉 Model S P100D。

“汉”定位为一款中型轿跑车，其长

宽高分别为 4950/1890/1490 毫米，轴

距为 2940 毫米， 预计将成为比亚迪新

的旗舰轿车。 配置方面，该车有望配备

ACC 自适应巡航、电动吸合门、抬头显

示、并线辅助、车道保持辅助、电动后

扰流板、可感应开启的后备厢等。

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比亚迪最

新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由一台

2.0T 涡轮增压引擎和最大功率 110kW

（150PS）的电动机组成，百公里加速时

间或能达到 2.9 秒。

记者点评：唐宋元明清系列 ，为什

么是“汉”？ 总之比亚迪的新车是越来

越长续航里程，也越来越快了。

奔驰 EQC

展馆

：4A06

新车看点：

奔驰首款新能源汽车

奔驰旗下 EQ 品牌首款车型———

奔驰 EQC 在今日开幕的上海车展正式

在国内首发， 并于 2019 年年底国产下

线并上市。 奔驰 EQC 定位为一款中型

纯电动 SUV， 搭载 80kWh 容量的电

池，NEDC 工况续航里程超过 450km。

外观方面， 奔驰 EQC 的线条并不

复杂， 整体给人一种简洁流畅的感觉，

封闭式中网十分夸张。 内饰方面，奔驰

EQC 采用了最新的家族式设计语言，

双 10.25 英寸的全液晶屏看起来科技

感十足。 除此之外，新车还将搭载奔驰

最新版的 MBUX 车机系统。

记者点评：姗姗来迟的奔驰纯电动

汽车，该款车基于奔驰

MEA

模块化纯

电动平台打造，也是奔驰品牌进军中国

新能源汽车的首款产品。

首发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