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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届深圳-香港-澳门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

首发车型较少 新车多为区域上市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曾祥萍

由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

汽车经销商商会、深圳工业总会主办的第二十三届深圳 -香港 -澳门国际汽车

博览会暨新能源及智能汽车博览会目前正在深圳举行。 车展持续至本周日，展

出面积 13万平方米，共吸引 106家车企参与，展出车型 1026辆。 记者注意到，

本届车展上， 大多新车都是区域上市， 首发车型较少， 目前仅有雷克萨斯

RX/RXL是全球首发车型。

看点：全球首

发 新 雷 克 萨 斯

RX/RX L

车型，下

半年引入中国市

场

雷克萨斯在

这次车展诚意十足，

全球首发了中期改款的新雷

克萨斯 RX/RX L 车型。 作为雷克萨斯品

牌在中国销量最高的车型， 雷克萨斯

RX/RX L 选择在深港澳车展首发的确是

个惊喜。

与旧款相比， 雷克萨斯 RX L 外观、

内饰改变不大，只是在细节上更加贴合新

的家族设计。 雷克萨斯 RX L 作为 RX 的

加长版其实并没有加长轴距，只是车长增

加了 110 毫米，并增加了一排座椅，提供 6

座与 7 座的版本。车头沿用纺锤形格栅设

计，与狭长的车灯配合，设计风格更加的

凌厉。 雾灯设计在前铲的前沿，视觉效果

更加平衡，更显这辆中大型 SUV 的稳重、

霸气。

尾灯采用新的家族设计语言，层叠的

L 形车灯拥有酷炫的点亮效果。 雷克萨斯

RX 与 RXL 两者造型差别不大， 只是在

前保险杠的进气道位置与后保险杠有无

扩散器， 还有车轮颜色造型上有所区别。

整体来说 RX 更加运动，而 RX L 更加家

用。

动力依然延续旧款。 2.0T+6 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 马力 238PS。 油电混合的

RX450hL 则是 3.5L 发动机+电机， 搭配

E-CVT 变速箱，马力 262PS。 整体来说新

款的变化并不大。

看点：开启国产版

预售，预售价

35.9

万

~

39.08

万元

路虎旗下的“爆

款”揽胜极光在海外发

布不久，就在此次车展

上亮相，并且开启国产

版的预售， 价格 35.9

万~39.08 万元。揽胜极

光在中国算得上现象

级产品，当年加价难求，现在第二代路

虎揽胜极光终于来了，新车可谓从里到

外全面升级。

全新的揽胜极光基于路虎 PTA 平

台打造，比前代的架构更为高级。 车身

轴距增加了 21 毫米， 达到 2681 毫米。

外观上， 前脸采用更加时尚的设计元

素，灯内采用 LED 大灯与 LED 灯带结

合，更富有现代感。 黑色的中网以及下

沿带有扰流板的包围，让这辆圆润的车

更加有运动感。车身线条平直，大轮毂、

短前后悬的设计让这辆城市 SUV 更加

有运动感的同时无惧路肩。车尾采用双

U 形尾灯， 采用多条横向线条分割，很

有层次感。

两块中控屏幕采用上下布局，上屏

镶嵌在仪表台中，可以调整角度，这个

设计非常的独特。 除了触控之外，还留

有旋钮和按键，这也是许多品牌喜欢的

折中方案，满足各类消费者。 后视镜其

实是一块屏幕，通过车身摄像头能比镜

子更好的观察周围，科技感满满。

动力方面采用了 2.0T 发动机+

48V 轻混，搭配 9AT 变速箱。 轻混也是

现在许多豪华品牌选择的模式，不是为

了省油，而是为了更快的起步速度与更

流畅的驾驶体验，也算是给豪车增色不

少。

看点 ： 奥迪旗下首款电动

SUV

车

型，预售价

70

万

~83

万元

奥迪 e-tron 是奥迪品牌旗下首款电

动 SUV 车型， 新车将推出 4 款车型，预

售价区间为 70 万~83 万元， 年内正式上

市。奥迪 e-tron 基于电动车平台打造，整

体设计风格与 Q5 和 Q7 相似，属于中型

SUV 范畴。

新车内饰采用了奥迪最新的家族式

设计风格，双液晶屏显得非常有科技感，

上屏负责操控娱乐系统以及车辆功能设

定，下屏主要负责空调系统的操作。 液晶

屏略微向驾驶员一侧倾斜， 方便开车时

的操作便利性，液晶屏带有振动反馈，在

盲操作时可以更好地确认是否完成操

作。 四辐方向盘与 A8 相同，全液晶仪表

盘显示信息更丰富，实用性高。

奥迪 e-tron 搭载两台电动机， 系统

输出功率可以达到 300kW， 峰值扭矩为

664 牛·米。 其 0~100km/h 加速时间为

5.7 秒。 WLTP 测试标准下，续航里程可

以超过 400 公里。

看点：“爆款”新车正式登

陆南区市场

全新 XC40 自上海车展开

启预售以来，火爆势头愈发明

显，到店咨询、预订的消费者

络绎不绝。 本次车展，沃尔沃

全新 XC40 正式登陆南区市

场，并推出吸引力十足的“型

走都市计划”。

作为沃尔沃汽车产品谱系中最新、

最年轻的成员，XC40 先后获 2018 欧洲

年度车、2018~2019 日本年度车、 欧洲

E-NCAP 五星安全评级等一系列奖项，

并与 XC60 一道成为沃尔沃汽车在全球

范围最为畅销的车型。

全新 XC40 全系标配 Volvo On

Call 随车管家系统， 并内置 Car Sharing

远程共享用车功能，可通过移动设备实

现安全、安防、车况检查和控制等 22 项

车辆管理功能。动力方面，全新 XC40 搭

载 Drive-E E 驱智能科技，提供 T3、T4、

T5 三款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供消费者

选择，全系标配 8 速自动变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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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正式开启预售，价格

18

万

~20

万元

作为比亚迪今年推出的一款

战略车型，宋 Pro 在此次车展上正

式启动预售。 其中宋 Pro 燃油自动

挡预售价 11 万~13 万元， 宋 Pro

DM 补贴后预售价 18 万~20 万元。

宋 Pro 是比亚迪 BNA 架构下

首款 A+级大五座 SUV，首次运用

Dragon Face 2.0 设计语言，集中展

现了 BNA 架构的强大以及体系化

设计能力，是一款用国际造车智慧

打造的全球战略车型。 宋 Pro 集全

球设计、全球品质、黄金分舱大五

座、全擎全动力、L2 Plus 智能驾驶

辅助技术、DiLink2.0 智能网联系

统等诸多优势于一身， 覆盖燃油、

DM、EV 三大动力模式。 其中 DM

车型拥有百公里加速 4.7 秒的性

能，EV 车型拥有同级最长的 502

公里综合工况续航，将于今年年中

上市。

宋

Pr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