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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万元起 东风风神全新AX5面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祥萍）

日

前， 东风风神全新AX5正式上市，共

推出3款车型，市场指导价为8.59万~

10.59万元。 新车越级搭载1.4T涡轮

增压发动机＋6DCT湿式双离合变速

箱，以及全面领先的车联网功能，成

为了8万元起步的SUV中实用乐活派

的优选。

东风风神全新AX5在外观方面

采用家族式设计语言， 盾形格栅呈

现“V”型前脸造型，分体式进气口更

显时尚大气， 更多镀铬饰条提升精

致观感， 菱形双C大灯和LED日行

灯，立式行李架，力量感五幅轮毂，

让整车设计运动气息十足； 空间方

面，4455mm×1806mm×1670mm同级

最大车身尺寸和2630mm超长轴距，

融合个性化设计， 有效地扩充驾乘

空间， 为用户带来宽敞舒适的乘坐

感受。

内饰方面， 红黑双色高级皮质

座椅，提升整车品质感与档次感，搭

配中控台及四门大面积软包， 辅以

空间智慧和巧思设计的23处储物格，

营造人车和谐的舒适出行生活。

为了给驾驶者和乘客提供更便

利、更丰富的驾乘体验，东风风神全

新AX5还搭载了包括倒车影像、电动

天窗、 皮质座椅、3.5英寸真彩仪表、

多功能方向盘等高品质配备。 与此

同时，18英寸时尚旋风铝合金轮毂、

主驾电动座椅、 后视镜加热、6扬声

器、 后中央扶手等十余项越级配置

的搭载，也让东风风神全新AX5所营

造出行品味“智”高一筹。

对于安全方面， 焕新而来的东

风风神全新AX5全系标配了ESP车

身稳定控制系统， 通过强大的主动

安全功能，有效提升驾驶出行安全；

而全车6安全气囊与360°全景影象等

全方位安全配置， 为驾乘者提供无

懈可击的周全保护。

营造场景化交互模式， 构建移

动出行新生态，东风风神全新AX5用

凝聚人性化智慧的WindLink Lite版

人工智能车机系统与8英寸高清彩

色电容屏的绝佳搭配， 完美诠释智

能化人车交互。 该车机系统包括精

准定位、远程控制、语音交互、在线

导航、在线娱乐、WIFI共享等功能。

动力方面，东风风神全新AX5搭

载1.4T涡轮增压发动机+ 6 DCT格

特拉克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铂金动

力组合， 输出澎湃动力带来激情昂

扬的驾乘体验。 其中，1.4T涡轮增压

发动机可以提供103kW的最大功率

与196N·m的最大扭矩，百公里加速

响应速度明显高于同级。

作为自主品牌的先行者 ，把

握年轻消费市场，为积极乐观、努

力拼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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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动力配置提升 WEY� VV5� 1.5T上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曾祥萍）

昨日，

WEY VV5上市全新1.5T车型， 售价12.58

万~13.98万元。这也是WEY品牌旗下首次

新增1.5T发动机车型。 目前WEY VV5全

新1.5T车型已经上线广州WEY品牌4S店。

此次VV5搭载代号为4B15的1.5T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在哈弗H6上也有应用， 是一

套非常成熟的动力系统。

外观方面，WEY VV5 1.5T车型整体

沿用了现款VV5车型的主体设计， 采用

WEY品牌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其前脸采

用六边形大嘴式进气格栅样式，格栅内部

采用蜂窝状设计，搭配两侧菱角分明的前

大灯组，使整车看起来更加犀利。此外，保

险杠两侧的雾灯开口造型夸张，视觉效果

突出。

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

4462、1857、1638mm， 轴距为2680mm，与

现款车型一致。 同时，新车还将提供4种尺

寸、造型不同的轮圈可供选择，同时提供

全景天窗和360全景影像配置的选装。

VV5 1.5T的内饰样式不变，中控区域

悬浮式显示屏支持4G车联网，可实现在线

导航、语音识别等功能。配置方面，新车带

有ACC自适应巡航、EPB电子驻车系统、

360°环视及超大尺寸全景天幕等。

动力方面， 新车将搭载1.5T发动机，

最大功率为169马力， 峰值扭矩为285牛·

米， 变速箱方面搭载与现款相同的7速双

离合变速箱， 官方显示0~100km/h的加速

时间为9.1秒。

WEY VV5

从上市 之

际就拥有了月销量过万的

好成绩，此次推出更为主流

的

1.5T

版本， 可以让消费

者以更具性价比的价格买

到一台配置、空间表现都不

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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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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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BMW� 7本月底推出 着重打造“中式豪华”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斯君）

BBA的

豪华车在中国市场酣战， 正在上演新一

轮金字塔顶尖之争。 5月13日，宝马集团

在广州举行新BMW 7系上市前的媒体

沟通会，新车将于5月24日在成都正式上

市。

这次沟通会，让记者了解到“中式豪

华”将成为新7系一大特色。这基于新7系

在开发和设计的过程中将中国用户的需

求置于首位，其底气在于2018年BMW 7

系近一半的销量来自中国。而BMW 7系

中国消费者年轻化趋势明显， 也为宝马

全球年轻化提速。2019年，宝马集团继续

扩大在中国市场的新产品投放， 同时启

动“大型豪华车之年”，在这一细分市场

将陆续推出七款新车型，新BMW 7将是

重中之重。

在沟通会上，宝马称新BMW 7系融

合10大创新产品亮点。 那么，新7系又新

在哪里呢？

全新外观设计（全新保险杠与双肾

进气格栅，全新设计前大灯，贯穿式3D

立体悬浮LED尾灯）、50米沿记录轨道自

动倒车功能、第七代BMW iDrive智能人

机交互系统、发动机技术升级、BMW智

能个人助理、 整体主动转向系统&魔毯

智能空气悬挂系统、 解放双手低速跟车

功能、 带个性化定制细线纹的Merino全

真皮内饰、 变道辅助系统、BMW个性化

定制和完全定制等，是其10大创新亮点。

全新宝马7系前脸采用了最新家族

化设计语言， 前格栅边缘采用了更加粗

壮的镀铬饰条进行勾勒， 同时整体更加

宽大， 配合两侧更加扁平、 凌厉的大灯

组， 让新车看上去更具视觉冲击力。 同

时，其下方进气口采用了贯穿式设计，配

合两侧较为复杂的线条设计， 运动气息

有所提升。 车尾换装了全新内部结构的

LED尾灯组， 不同套装版在保险杠处有

所区别，M套件版车型以及M760车型尾

部采用了贯穿式黑色保险杠， 有着强烈

的运动气息。

从内饰来看，新款7系保留现款车型

的整体布局风格， 最为抢眼的变化在于

换装了一套最新的全液晶仪表盘； 其余

部分依旧配备独立悬浮屏幕、 标志性的

电子挡杆等。

动力方面，新款7系针对部分车型的

动力进行升级，其中搭载4.0升双涡轮增

压V8发动机的750i/Li车型，最大功率将

提升至472马力； 搭载3.0升双涡轮增压

直列六缸发动机的740i/Li车型， 最大功

率将提升至340马力。 宝马M760车型将

搭载一台6.6T V12发动机， 最大功率达

到610马力。

另外， 作为首个在中国提供完全定

制服务的豪华汽车品牌，BMW将个性化

定制服务，应用于新BMW 7系全线产品

中。

新

BMW 7

系 搭 载 了

BMW

智能个人助理，是宝

马集团在数字互联领域的

又一创新突破， 为驾驶乐

趣 带 来 了 革 命 性 变 化 。

MW

智能个人助理如同一

位 “懂车 ”的宝马专家 ，能

解释车辆功能和提供车辆

信息。 同时它也是“懂你”

的数字化 “个人助理”，可

了 解 和 学习 驾 驶 者的偏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