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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威 i5 湖北区域上市发布，高能抢鲜支付价 5.99-10.69 万
11 月 3 日，
“ 高能互联网中级车”荣
威 i5 湖北区域上市发布会在武汉群星城
落幕，
标志着荣威 i5 在湖北区域全面公开
发售。据悉，
本次上市的荣威 i5 提供 1.5L
和 1.5T 两种动力选择，共 9 款车型，官方
指导价 6.89-11.59 万元。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购买荣威 i5 的用户还可享受上市
三重豪礼：9000-13000 元现金优惠的高能
见面礼；24 期 0 利率，
60 期超长贷的高能
金融礼；互联网车型 10 年免费基础流量
的高能智慧礼。福利多多，实际支付价
5.99-10.69 万元，年轻用户迎来购入首款
座驾的最佳时机！

升，有效降低用车成本，让你无惧油价上
涨。
日常出行，安全不可忽视。荣威 i5 采
用 65%高强度钢结构和车身激光焊接工艺
打造出高强度笼式车身，搭配 360 度全景
影像、ADAS 智能主动安全辅助系统、十三
位一体 ESP 车身电子稳定控制系统等主被
动安全配置，安全防护固若金汤。此外，荣
威 i5 全系标配无钥匙进入、14 键多功能方
向盘、全气候车灯等 16 项高感知配置，并
以豪车级零面差品控标准铸就极致品质，
高能实力远超同级。
（陈阳俊）

作为“i”系列全新力作，荣威 i5 传承
百万荣威家轿的优良品质，定位于主流中
级家轿，面向年轻消费主力人群，打造年
轻时尚律动设计、输出爆表超低油耗、全
景大屏实时在线、超大座舱舒享自如、智
能预警层层防护 5 大高能体验，集高能颜
值、高能动力、高能互联、高能空间、高能
安全于一身，成就一步到位的越级产品
力，在产品力上全方位满足当下年轻人的
" 高能 " 诉求；诚意满满的良心价格，让中
国三四线城市乃至更多中国小镇的年轻
奋斗者们能轻松享受高能出行生活。
另外，荣威 i5 的百公里油耗低至 5.5

群“星”荟萃“5”限精彩
—全新传祺 GS5 武汉上市发布会圆满落幕
——
11 月 3 日晚上 6 点，广汽传祺全新
GS5 携手光谷第十一届音乐节，并带来
全新传祺 GS5 代言人凯文·杜兰特祝福
视频在光谷柏林广场正式亮相，闪耀新
生，
驾临江城！这是一场集齐歌坛新秀、
明星球员于一体的超级发布盛会，更有
焕然新生的全新传祺 GS5 驾临江城，可
谓是“群星荟萃，无限精彩”！广汽传祺
厂家领导，武汉地区主流媒体、经销店
代表等，共同领略了这款广汽传祺新十
年全新力作的无限魅力。
全新传祺 GS5 极致驾享 树立 SUV 新
标杆
作为广汽传祺新十年的首款产品，
全新传祺 GS5 在传祺谱系中有着承上

启下的特殊意义。这与其过往的辉煌密
不可分，第一代传祺 GS5 堪称传祺品牌
的第一功勋车型，六年前，凭借出众的
设计与卓越性能，它在 15 万级 SUV 市
场树立起中国品牌标杆，开辟了中国高
品质 SUV 的先河。
它不仅肩负着巩固传祺 SUV 市场
地位的重任，也承担着品牌向上的使
命。全新传祺 GS5 以驾控与舒适的极致
均衡新进阶为核心优势，定位为“新世
代驾享先锋 SUV”
，专为理性又不失个
性，蓄力向上的城市准中产倾力打造。
全新传祺 GS5 不仅造型引领潮流，
性能也十分出色。全新传祺 GS5 搭载了
传祺全新 1.5T GDI 高性能发动机，最

强功率达 124KW,最劲扭矩达 265N?m。
匹配最新一代爱信 6 速液力自动变速
器，动力强劲顺畅且达到国六排放标准，
兼顾节能环保。
在智能科技方面，全新传祺 GS5 高
科技轻薄 10.1 寸中控大屏，
潮范儿十足。
嵌在其中的祺云概念智联系统集智慧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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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身，让出行
更加智能便捷。
站在新十年的新起点，面对消费新
趋势，广汽传祺再度发力，以全新传祺
GS5 为代表的新产品、新技术，为消费者
带来移动出行价值的质变与提升。
（陈阳俊）

为自由去向往 欧拉首次深度试驾体验会落幕
11 月 3 号，以“为自由去向往”为主题的 2018

内首个以用户和市场为切入点的新能源汽车

欧拉全国首次深度试驾体验会在武汉星速赛

行业大会试驾分享体验会，旨在构建一个集

车场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近百家媒体

政府、厂商、用户、经销商、服务商等为一体的

超过 1000 名意向客户共同与现场 2088
代表，

汽车行业大流通体系交流沟通平台。

台欧拉 iQ 亲密接触，共同感受“新一代电动
小车”
的魅力。
2018 欧拉全国首次深度试驾体验会是国

试驾体验会上，不但与会嘉宾与欧拉 iQ
亲密接触，更是涵盖了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
解读、欧拉市场需求的深度剖析与发展路径、
后服务市场商业模式探索、交易
机遇与挑战以及新能源汽车欧拉
营销策略、运营模式等前瞻行业
焦点议题。
会场上，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欧拉 iQ 新车展示区，时尚动
感的外形吸引了众多人的驻足，
完美展示欧拉 iQ 优质产品力的
同时，更是为嘉宾们传达了为都
市新青年打造新一代电动小车

轻化智能化。

的魅力！
嘉宾在赛道上充分体验，欧
拉 iQ 带来风驰电掣的操控快感
后齐聚一堂，交流分享自己的试
驾心得。与此同时，更有专家为
嘉宾们现场讲解欧拉 iQ 的精彩
亮点。欧拉品牌既是传统车企的
创新独立的象征，又融合了当下
领先的智能网联技术，将汽车年

战略意向合同，采购欧拉 iQ 达 1990 台。

体验会上的续航里程直播也吸引了众人的

据悉，试驾大会之前，欧拉在湖北省户进行了

瞩目，不但可以直观的得到欧拉 iQ 的续航真实

八城五天巡游（武汉、潜江、荆州、荆门、十堰、襄

数据，更是与场外连线，智能充电信息一目了

阳、随州、孝感），吸引了众多湖北消费者的关注。
万物互联时代，智能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大势

然。
客户采购以及意向客户团购环节引爆活动

“新一代电动
所趋。欧拉 iQ 定义为城市新青年的

现场，互动游戏、抽奖让在场嘉宾积极参与。现

小车”，不但为都市新青年提供优质的产品，更引

场有襄阳出行、湖北鸿路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领他们的出行方式，为他们带来前所未有的出行

恩施州何先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武汉鑫

体验。

大华宇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共同达成

（陈阳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