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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Y品牌VV7家族完成全球首秀
9 月 5 日，成都车展上，豪华 SUV WEY 品

牌携旗下数款重磅产品亮相。VV7家族完成全
球首秀：其中 2020 款 VV7 正式上市，提供三款
车 型 ，售 价 区 间 为 16.98 万 元 至 18.88 万 元 ；
VV7 GT同步上市，提供两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9.18万元至20.58万元。

2020款VV7以全新设计与40项配置升级领
跑行业，再度强化“中国豪华SUV实力担当”定
位。新车搭载2.0T+7DCT黄金动力组合，同时提
供舒适、节能、运动三种驾驶模式。此外，该车的
PHEV车型更凭借全新升级的Pi4平台，以全新姿态
重装上阵，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多元化的动力需求。

VV7 GT 作为 VV7 家族的全新成员，在拓
展产品矩阵的同时，以“中国豪华轿跑 SUV”之
姿，为高端豪华注入更多活力。WEY品牌产品
总监刘维峰表示，“VV7 GT 集优雅与力量，豪

华与科技于一身，同时拥有出色的驾驶性能。”
此外，“越级领先的智能安全 SUV”2020 款

VV6也同步亮相。作为 Collie技术品牌全力赋
能的首款车型，2020款VV6为“追求品质生活的
顾家进取族”打造，搭载3项全球领先、15项国内
领先、25项同级领先，共计43项智能安全配置，
将“智能安全”提升至全新高度。 记者 武乃文

9 月 5 日，新宝骏品牌携旗下三大车型
首次亮相国内 4 大 A 类车展。新宝骏 RM-
5/RC-6 两款新车智能上市，以行业首创的
智能网联、领先同级的智能驾驶，闪耀全
场。新宝骏 RM-5 售价区间为 8.68 万——
12.08 万元，新宝骏 RC-6 售价区间为 8.48 万
——12.38 万元。

发布会现场，上汽通用五菱销售公司副
总经理韩德鸿提到，本次发布的两款新车，自
动挡车型都将全系搭载博世自动驾驶技术，
并将在今年实现全系智能驾驶技术升级。

新宝骏从开发初期，就秉承“科技赋能用
户使用场景”的理念，在16个用户使用痛点场
景中，匹配了 14 项领先技术。尤其针对疲劳
驾驶、不同限速公路切换、拥堵路段行车、雨
天雾霾天等使用场景，带来真实而深刻的智
能改变。

新宝骏RM-5/RC-6搭载了城市与高速
双场景自适应巡航方案，ACC 自适应巡航。

为保障夜间的行车安全，LED 头灯上搭载了
同级领先的IHMA智能远近光切换，提升夜间
驾驶安全性。TJA交通拥堵辅助、ICA高速智
能领航、LKA 车道保持辅助、LDW 车道偏离
预警、BCA弯道巡航辅助、TSW限速标识预警
和TSA智能限速辅助，也是一应俱全。

记者 武乃文

售价8.48万元起新宝骏RM-5、RC-6上市

东风悦达起亚携矩阵闪耀成都车展
9月5日，东风悦达起亚携全新车型矩阵亮

相成都车展。现场发布了旗下又一款全球战略
车型——SP2c，凭借“最像概念车”的风格魅力
成为成都车展一大亮点。

SP2c是以起亚汽车最先进造车技术精心打
造的全球战略车型，在外观上，最大程度还原了
SP概念车，整体视觉观感非常硬朗与前卫。其
海外车型Seltos已在印度、韩国上市。

同时，备受关注的全新一代K3插电混动也
在成都车展正式上市，共发布两款车型，舒适版
补贴后售价为16.68万元；智享互联版补贴后售
价为17.58万元。

全新一代K3插电混动在外观与内饰上保持
与燃油车型相同的动感设计。动力上，新车搭载

“沃德十佳”Kappa 1.6L GDi 发动机与高效永久
磁铁式电动机组成混合动力系统，匹配混动专用

6 DCT变速箱，提速响应迅速，饱含驾驶乐趣。
在配置与智能应用上，全系标配7英寸仪表盘、
10.25英寸智能显示屏、后备箱感应开启、车身稳
定系统、TPMS独立数显胎压监测等系统，还应
用与百度联合开发的智能互联系统2.0。

除此之外，东风悦达起亚还推出新一代智
跑、奕跑的特别款车型。 记者 顾玲玲

本届成都车展，奇瑞汽车携旗下瑞虎和
艾瑞泽两大系列5款车型7辆整车亮相，其中
包括瑞虎8、全新一代瑞虎8、艾瑞泽5 Pro、艾
瑞泽 GX Pro、瑞虎 5x HERO，以及瑞虎 e 和
2019款小蚂蚁2款新能源产品。除了产品，奇
瑞还带来了三款最新的技术动力总成，包括
一台 1.6TGDI 直喷发动机、一台 CVT25 无级
变速器和一台DHT混合动力变速器。

在本次车展的新闻发布会上，奇瑞汽车
公布了最新的市场数据。今年 1 月-8 月，奇
瑞品牌累计销量377973辆，同比增长5.9%。7
月份达到了 4.27%，实现了 29 省同比正增长，
56城同比翻番，270城同比正增长。8月份，全
新一代瑞虎 8 销量达到 10198 辆，同比增长
42%，上市三个月，销量持续攀升。对此，奇瑞
汽车营销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黄招根表示，奇
瑞销量的持续增长，主要源于“夯实体系实
力、加快产品迭代、稳定渠道品质和品牌营销

焕新”四个方面。
此外，在车展现场，奇瑞艾瑞泽还与足金

联赛签署了合作协议，正式冠名 2019 赛季的
足金联赛，双方将以“冠军实力，无所匹敌”为
主题，共同打造国内最大、影响力最强的5×5
足球赛事。

记者 于风国

艾瑞泽携手足金联赛 两款新车即将上市

继先后推出新 BMW 7 系和创新 BMW
X7 之后，9 月 4 日晚，由全新 BMW 8 系四门
轿跑车、双门轿跑车、敞篷轿跑车以及全新
BMW M8组成强大的全新BMW 8系家族阵
容，共9款车型，在成都盛大上市。

作为 BMW“大型豪华车之年”的又一重
磅力作，全新BMW 8系集优雅而动感的全新
设计语言，同级最丰富的标准配置，最富激情
的驾驶体验，最智能的数字互联、最先进的驾
驶辅助科技，以及为客户提供高端个性化定
制服务等领先同级的六大亮点于一身，重新
定义“现代豪华”。官方建议指导价格为 96.8
万—219.8万间。

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
乐先生表示：“全新 BMW 8 系的推出，是
BMW 品牌在大型豪华车领域持续丰富产品
阵列，满足中国消费者需求的又一例证。近
年来，洞察中国消费者需求变化，宝马推出
史上最强劲的产品攻势。在当前充满挑战的

市场环境下，宝马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
更具吸引力的产品，推动核心业务的高质量
发展。”

全新BMW 8系家族强大的产品阵容，刷
新了现代豪华的高度，将进一步拓展了宝马
集团在大型豪华车细分市场的领域。

记者 顾玲玲

全新BMW 8系家族携9款车型澎湃上市

近日，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19 山东
汽车产业发展创新峰会在济南成功举办。汽车
行业专家学者、中国新主流汽车媒体联盟以及
各大汽车主机厂、经销商等共聚峰会，共同探讨
山东车市未来发展大计，一起迎接机遇与变
革！峰会就如何汽车行业百年大变革及如何重
塑中国及山东汽车产业格局、实现汽车产业可
持续发展等课题进行了深刻讨论。

新“四化”成为汽车行业关注新焦点
“新四化”——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

化成为近两年来的汽车产业热点话题，正全方
位改变着汽车行业的未来——电动化与智能化
推动着传统汽车的属性向智慧电动汽车演变;
网联化让用户对汽车产品的需求由过去的“硬
件”向“软件”转移;共享化让汽车企业由传统的
制造商角色向“智能出行服务企业”进化。

齐鲁晚报总编辑廖鲁川在会上表示，“中国正
在逐步进入汽车社会，‘新四化’在新一轮科技革
命背景下孕育新生、叠期而至，推动着汽车产业能
源动力、生产运行、销售使用的全面变革，以前所
未有的速度、深度、广度改变着汽车产业。”

长安汽车乘用车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雍军
称：“在“新四化”时代，车企必须以用户需求为
核心，开展全方位的创新，才能真正打造出符合
用户需求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战胜时代。

汽车5G时代 齐鲁车展助力消费升级
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升级和变化，汽车在

人们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
化，5G技术的发展对汽车行业有着巨大的促进
和推动作用。

山东交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
赵长利表示，“未来5G+AI将推动智能网联汽车
与外界各个方面进行连接，推动汽车产业和经
济的发展，为汽车消费提供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我个人一直对中国和山东车市的发展持看好观
点，尤其是国家和山东省对汽车产业未来发展
都做出了中长期的规划，作为国家新旧动能转
换的试验区，山东省若能抓住时代发展的机遇，
就能在未来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化汽车方
面，走在行业的前列。” 记者 武乃文

2019山东汽车产业发展创新峰会在济南成功举办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 10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方对德方允许香港分裂分子
入境从事反华分裂活动以及德国外
长马斯公然同这样的人接触表示强
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据报道，德国外长马斯对黄之锋
获得保释表示欢迎，并于 9 日晚在柏
林与黄之锋见面。华春莹说，中方已
向德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
内政，任何外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都

无权干预。任何挟洋自重、分裂国家
的言行和图谋都注定要失败。个别
德国媒体和政客企图借反华分裂分
子蹭热度、博眼球做政治秀的做法也
是极其错误的，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
重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周访华期
间，明确表示支持‘一国两制’、反对
暴力。我们不禁要问，德方此时允许
黄之锋到德活动并同马斯外长接触，
意欲何为？我们敦促德方信守承诺，
避免向香港激进分裂势力发出错误

信号。”华春莹说。
“我们也敦促马斯先生作为德国

外长，遵守最基本的国际法和国际关
系基本准则，做有利于中德关系发展
的事，而不是中德关系的破坏者。”华
春莹说。

外交部：坚决反对德方允许香港分裂分子入境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新华社日内瓦9月10日电 当地
时间10日，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
主席何超琼和顾问伍淑清将在联合
国人权理事会第42次会议上发言，介
绍香港的有关情况。她们在会前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行目的是为了
表达香港大众对于目前香港实际情
况的想法，在联合国的平台上“把香
港的情况如实讲出来”。

对于香港当前局势，何超琼表
示，香港社会存在的各种情绪和诉
求，如果用和平的方式，在香港的法
律框架下是绝对有足够机会表达的，
但是示威中的暴力倾向不断升温，

“差不多把香港良好的国际形象都破
坏了”。

伍淑清对记者说，发生在香港街
头的破坏地铁、围堵机场等暴力行

为，不但影响香港的全球形象，而且
对香港的经济和民生也带来很大冲
击。

何超琼表示，目前香港的不安情
绪已经蔓延到各阶层，而且受到最大
影响和威胁的是平民百姓和小商
户。她说：“我现在最想问一个问题：
你有表达你想法的自由，那么你是否
也需要考虑所有其他人的自由，让其

他人能够有机会平和地生活？”
她说：“香港的事归根结底是我

们自己国家的事，各界要齐心协力找
到一个解决方法，而不是让香港沦为
一个政治工具。”

对于香港警方在此次事件中的
表现，何超琼表示，在过去两个多月
里，香港警方几乎不眠不休，很多时
候要面临围攻，这种情况在香港从未

出现过，导致很多市民不敢出门。
对于“此时此刻勇敢站出来发

声，是否会面临一些非议和压力”的
问题，何超琼表示，作为香港妇女团
体的主席、商界人士和社会公众人
物，香港的未来也有自己一份责任，
因此能尽多大力就要尽多大力。伍
淑清也表示，“愿为香港能够拥有一
个和平、包容的社会而发声。”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主席何超琼：把香港的情况如实带进联合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