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沃汽车越野挑战赛烽火再燃

日前，宝沃汽车征战达喀尔之线下预热
赛第二站开赛，30位宝沃车迷在西安激战。

宝沃汽车近日携手知名航空公司阿提
哈德航空，开启“够胆就去达喀尔”活动，线
上征集了 30位宝沃车迷参加西安越野挑战
赛。挑战者驾驶宝沃汽车 BX7，以平稳速度
通过交叉搓板路、涉水、双驼峰爬坡等 10项
考验，最后根据完赛时间进行排名。经过激
烈角逐， 冠亚军脱颖而出， 分别获得观战
2020年达喀尔拉力赛通行证。

据悉，2020 年 1 月，宝沃汽车将连续第
三年参战达喀尔拉力赛， 将派出冠军车手
纳尼·罗马 （Joan Roma Cararach） 代表出
征。为回馈宝沃车迷，宝沃汽车在赛前筹备
了北京、西安和成都三场线下预热挑战赛，

为各地挑战者提供深度体验宝沃汽车性能
的机会。 （张 璐）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暖风劲吹

众车企携手共绘“人类未来出行愿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暖风劲吹，

秉持“新时代，共享未来”主题，丰田、大众、

现代、起亚等众多大牌车企全力出击，展出
一系列致力于塑造中国可持续出行新时代
的全新汽车和互联技术，携手共绘“人类未
来出行愿景”。

电动车 已成共识

电动化早已是全球车企的共识。第二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现场，电动车成为众多
车企展台的焦点。大众汽车集团（中国）声势
颇大，携大众汽车品牌、奥迪品牌和保时捷
品牌旗下 6 款新能源车型及旗下全资子公
司逸驾智能重磅亮相，彰显集团在中国引领
电动化转型的承诺。

奥迪展示其践行 “始终如一发展电动
化”的决心，该战略是四环品牌未来出行愿
景的四大支柱之一。奥迪 e-tron是四环品牌
首款纯电动量产车型，也是奥迪在电动出行
领域迈出的第一步。至 2021年，奥迪将携手
合作伙伴一汽-大众奥迪在中国市场推出 9

款新能源车型。大众汽车品牌将在集团的电
动化转型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同时，大众
汽车品牌已为未来数年制定了明确的目标，

即打造适合所有人的零排放出行。 纯电动
SUV ID. 初见是首款在中国量产的 MEB车
型。ID.3则在上汽大众生产。 保时捷展区以
“电驰 神往”为主题，展示一系列创新车型，

包括首款纯电动跑车 Taycan, 勒芒三连冠
919 Hybrid，以及都市混动先锋 Cayenne E-

Hybrid。 电气化其实早已根植于保时捷的基
因之中。

作为电动车明星企业，特斯拉携旗下明
星车型 Model S、Model X 和 Model 3 闪耀
亮相， 还带来全新升级的 V10.0版本系统，

向海内外消费者展示其在 “加速世界向可
持续能源的转变” 愿景下的创新成果。同
时， 起亚 SUV 概念车 FUTURON 迎来全球
首发。作为起亚汽车设计理念的集大成者，

FUTURON 概念车以极为进取的电动 SUV

轿跑设计焕发自信风采， 充分彰显品牌前
瞻的设计理念。 日产汽车在电动车领域已
经拥有超过 70 年的研发及商业应用经验。

此次带来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型———日
产聆风。

氢能源 方兴未艾

电动车之后， 未来社会还会如何发展？丰
田给出的答案“氢电共存”。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上，丰田以“保护蓝天 共建未来”为
主题，在去年展示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相关内
容基础上， 今年更聚焦于推动全方位电动化，

倾情描绘丰田对氢电共存的能源管理社会的
美好愿景。

本次丰田展台以 FC 燃料电池技术为中
心， 展示全方位电动化车型 C-HREV、MIRAI、

MIRAI Concept等。 同时， 也展示应用 MIRAI

上搭载的燃料电池堆、 高压储氢罐等开发的
FC卡车、FC拖车、FC叉车。此外，还介绍从氢
的制取、运输、储存到使用等各环节相关实证
实验，以及在中国的事业推进情况。丰田汽车
认为，氢的制取源非常广泛，成本降低后，前景
可期。在应用领域，利用氢作为燃料的氢燃料
电池汽车 FCEV， 不仅在行驶过程中可以实现
二氧化碳“零排放”，而且具有类似空气净化器
的功能，能够将行驶过程中吸入的空气里所含
的 PM物质过滤，越行驶空气越清新，实现“负
排放”效果。

另一专注氢能源的现代汽车， 展示了
NEPTUNE 氢燃料电池概念卡车和发电及轨
道、船舶用燃料电池系统，以及“45”EV 概念

车、电动赛车 Veloster N ETCR、H-Space 概念
驾驶舱等共 10 余项展品。NEXO 作为现代汽
车明星科技产品之一， 也再度出现在观众面
前，以其“5 分钟充氢完毕、最大续航里程 800

公里、 氢气储存量 6.33公斤、 零下 30度可启
动、后备箱 839 升的宽敞空间、枪击也打不透
的储氢罐”等众多亮眼数据闪耀舞台。

此外，Honda搭载终极环保技术的燃料电
池汽车“CLARITY FUEL CELL” 以及新型电
池堆技术集体亮相此次展会，全面展示 Honda

以氢能源为基础，构建“生产氢、使用氢、以氢
互联”的可持续发展的愿景。爱驰汽车德国子
公司爱驰恭博展示全球首款搭载甲醇氢燃料
电池的赛道级电动跑车 Gumpert Nathalie，以
及即将搭载在爱驰 U5底盘上的甲醇氢燃料电
池总成。

智能网联 共同布局

人工智能、云计算、5G等技术在中国的快
速发展， 以及消费者对于智能产品的热情，为
智能网联汽车孕育出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市场
前景。

宝马展示在新四化领域的成果。“超界面”

沉浸式数字体验、BMW 7 系自动驾驶测试车
以及智能互联系统等均成为会上亮点。此次宝
马展台上的“超界面”沉浸式数字体验，是完全

在中国进行开发和完成的，自开发之初就着眼
于中国消费者和中国数字化生态系统，根据中
国消费者的数字化使用习惯进行研发，展示未
来车内的一种智能数字化体验。“超界面”沉浸
式数字体验是通过先进的增强现实全景平视
显示技术，针对驾驶场景的个性化内容，将信
息通过高分辨率 LCD的形式投到风挡玻璃上，

让用户能轻松访问。与“超界面”隔台相望的是
直接从测试道路“串场”过来的 BMW 7系自动
驾驶测试车。

福特中国计划将在 2021年在中国量产首
款搭载蜂窝车联网技术（C-V2X）车型。作为
一种先进的车用无线通讯技术，C-V2X 让车
辆、信号灯、交通标识、骑行者和行人的通讯
设备实现互联， 帮助城市打造安全畅通的出
行网络。 日产汽车展示 ProPILOT智控领航技
术，用于高速公路上的单车道驾驶。该技术可
以在全自动模式下完成转向、 加速和刹车等
操作。

作为全球商用车市场的引领者，进口依维
柯连续第二年亮相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进博
会期间，全新车型 New Daily 2020在中国正式
上市，New Daily 4X4越野车进行了亚洲首秀。

此外，三款应用车型展示依维柯在智能化定制
方面的世界级领先水平，为商用车改装树立典
范。围绕“智慧全能的移动专属空间”这一理
念，依维柯的展台设计包含生活、工作、娱乐、

公益四大场景。

观致 5S 暗夜英雄版全国首发

上周五，“联动云 &京东数科 &观致汽车新生
态合作发布会暨观致 5S 暗夜英雄版全国首发会”

在上海举行，三方宣布共同打造汽车消费全生命周
期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同时，观致 5S暗夜英雄
版全国首发，售价 15.88万元，即日起可通过京东平
台开抢。

在三方共同构建的汽车消费新生态中，联动云
出行集团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运营商，将为合作伙
伴提供共享出行、试乘试驾、汽车金融、售后维保、

二手车等汽车全生命周期服务支持；京东数科作为
业界一流的数字科技服务商，将利用旗下优质金融
业务与产品为合作方赋能，以数字化能力促进产品
销量上扬；观致汽车作为自主高端汽车品牌，将为
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提供品质卓越的汽车产品。

本次全国首发的观致 5S暗夜英雄版， 可以说
是为年轻用户度身打造的专属座驾，其开发灵感源
自于当下年轻群体所热衷的电玩游戏元素。相较现
款观致 5S， 暗夜英雄版采用全新配色设计方案，增
加源自德国 PPG的专属战斗灰哑光漆、子夜黑装饰
套件、 黑钻旋风轮圈、 专属限量标识等独有配件，

“驾驭不同” 的 slogan彰显了客户的个性及性格丰
富性，“暗夜英雄”的产品名以拟人化的“英雄形象”

寓意每个年轻人心中蕴含的奋斗激情和“英雄梦”。

即日起，通过“京东金融 APP”即可抢购观致 5S

暗夜英雄版———点击“汽车分期”进入购买页面，前
20名抢订用户可以立享 7000元首付现金优惠。活
动期间通过京东平台抢订观致 5S暗夜英雄版的用
户，还可获得京东 PLUS一年会员或京东 E卡等好
礼。亦可用手机扫描海报中的二维码，快速进入抢
订页面。

本次合作以互联网创新思维，推动汽车消费全
生命周期服务一体化，有力地解决了当下消费者特
别是年轻群体的汽车消费“痛点”。三方共同致力于
打造“年轻化”汽车营销模式，为行业提供新的探索
和启迪。 （周 侃）

哈弗 F系三杰齐发

11月 6日，“无乐不 Friends”哈弗全球社交战略
发布会暨全球粉丝盛典在北京长城品牌体验中心
举行，发布会现场，哈弗 F系三款新车齐亮相。

作为哈弗 F系的旗舰车型，2020款哈弗 F7增
配了 L2级自动驾驶， 并实现了五大升级， 售价为
11.18-15.18万元，性价比大幅提升；作为哈弗的首
款轿跑 SUV，哈弗 F7x性能版将 0-100km/h加速时
间从 7.5秒大幅提升到 6.6秒， 可谓是真正的性能
猛兽，售价仅 15.49 万元；作为哈弗 F 系的首款车
型，2020款哈弗 F5首次搭载 Fun-Life智能网联系
统正式亮相，并首次搭载微信车载版。

升级后的哈弗 F系三款车型全部具备了 OTA

在线升级功能，可以根据消费者的实际使用需求和
习惯，通过互联网实现远程迭代升级。此次发布会，

哈弗 F系一门三杰，三车齐发，以领潮市场的“极智
科技”刷新着人们对智能出行的认知，以卓越的产
品硬实力“亮剑”年轻 SUV市场。 （周 侃）

激活潮流
———试驾全新一代傲跑
近期， 东风悦达起亚全新一代傲跑在

珠海举行试驾， 在这座富含激情与活力的
“浪漫之城”中，展现全新高品质车型的价
值魅力。

在珠海街头，全新一代傲跑以帅气硬朗
的第一印象，吸引众多年轻人的目光。在整
体设计风格上，全新一代傲跑仍然采用起亚
全球化设计语言， 干净利落的硬派美学元
素，融入起亚家族式设计理念，使得整车大
气硬朗富含力量感的年轻时尚气质。

进入车内， 最直观感受就是空间够大。

4345 毫米 *1800 毫米 *1645 毫米的车身尺
寸与 2630mm的轴距，可以说把小型 SUV的
驾乘空间做到了极致。内饰采用非对称式的

布局，整体倾向于驾驶者，让驾驶更轻松。

全 新 一 代 傲 跑 搭 载 了 基 于 起 亚
Smartstream 平台打造的伽马二代 1.5L自然
吸气发动机， 匹配 IVT智能无级变速箱，实
现低至 5.4升/100公里的综合油耗优势，兼
顾了充足动力与燃油经济性。 值得一提的
是，这款智能变速箱，不仅拥有经济、普通和
运动 3种常规驾驶模式，还提供了同级罕见
的雪地、泥地和沙地驾驶模式，即便面对复
杂路况，也能应对自如。

全新一代傲跑搭载起亚汽车尖端的智
能安全辅助系统 DRIVE WiSE，车队在编队
行驶时，利用了自适应巡航功能，实现前后
车辆能够同步启停，整齐划一的身姿成为亮

丽风景线。而在繁忙的城市路段，前方防撞辅
助功能通过前方摄像头和雷达识别前方物体
和行人，在探测到危险时，会发出警告并自助
制动，有效规避安全隐患。

除此之外，还搭载车道保持、车道跟随、驾
驶员疲劳提醒、 智能远近光切换等智能配置，

身边犹如坐着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让年
轻出行，后顾无忧。

此外，全新一代傲跑配备了发动机智能启
停、自动驻车、一键启动、智能钥匙、定速巡航、

自动恒温空调、 空气净化器等舒适便捷配置，

全系更标配车身稳定、上坡辅助、胎压监测、倒
车影像、紧急制动频闪等安全配置，全面满足
装备党的占有欲。另外，还配置了备受年轻人
喜爱的无线充电功能，从此告别“有线束缚“，

它还带有下车提醒功能，完全不用担心手机遗
忘在车内。

此外，全新一代傲跑搭载的百度智能互联
系统 2.0，拥有信息查询、远程控制车辆、百度
导航、场景化语音交互等多项实用功能。驾驶
时，只需说出“我想透透气”，天窗便会自动打
开，让用车生活更加智能。 （丁延吉）

捷豹路虎登陆第二届进博会

11月 5 日， 英国豪华汽车制造商捷豹路虎携
七款全进口车型， 重磅亮相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

捷豹路虎带来了强大的产品阵容： 捷豹 I-

PACE、 捷豹 F-PACE赛旗版、 捷豹 F-TYPE赛旗
版、路虎揽胜 SVA巅峰创世加长版、路虎揽胜运动
版、路虎揽胜星脉、路虎发现，展现了独一无二的英
伦风范与顶尖前沿科技创新。

此前捷豹路虎宣布：到 2021 年底，将有 30 款
新产品陆续推出并投放中国市场，以进一步满足中
国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

捷豹路虎不仅将中国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单一
市场， 更是将其定位于推动全球发展的战略核心，

并逐步实践着“从项目投资到全面投入”的布局。短
短九年内，捷豹路虎在中国完成两期整车生产基地
和首个海外发动机工厂的建设，构建起全球领先的
英伦豪华汽车制造体系。

今年，捷豹路虎中国又着力投入体系能力的建
设，以提高盈利能力为核心，率先提出“稳定局面，

恢复信心，逐步提升”的三步走战略，致力于通过提
高经销商盈利能力、强化清晰化品牌建设、提升产
品力、透明化管理以及开源五大工作重点，为长远
发展夯实基础。 （周 侃）

捷途X95美学解析会在沪举办

11月 6日，捷途 X95美学解析会在上海
举办，奇瑞控股·JETOUR捷途造型总监曹金
龙、奇瑞控股·JETOUR捷途造型执行总监林
海波率捷途造型设计团队，与诸多设计大咖
集聚一堂，就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汽车设计
激扬灵感与艺术的火花。

奇瑞控股捷途秉承以用户为中心的发
展理念，不断寻求纯正的“中国”设计元素，

而徽派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与缩
影，其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蕴成为奇瑞控
股捷途美学设计的灵感源泉。奇瑞控股捷途
将独具中国传统特色的徽派文化与时下国
际前沿的汽车设计巧妙融合，开创性的打造
了“徽城翘楚”设计理念，不仅赋予了捷途产
品魅力、人文、韵律、雅致的文化底蕴，同时
也在汽车设计领域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与内涵。 （朱 颜）

全球汽车发展趋势论坛举办

11月 7 日下午，“第二届全球汽车发展
趋势论坛”在上海举办。

本次论坛在 2018年首届 “全球汽车产
业发展趋势论坛 ”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以新
能源汽车顶层设计为指导，围绕新能源汽车
科技创新、智慧出行等理念，从政策法规、战
略布局、技术创新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全
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同时，围绕甲
醇生态及甲醇燃料技术在汽车产业的运用，

挖掘未来全球氢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新路
径。在论坛期间，爱驰汽车与蓝界科技签署
举行了，甲醇重整燃料电池技术合作签约仪
式。未来双方将相互借鉴先进经验，加深在
甲醇重整燃料电池领域的合作。这将助力爱
驰汽车打造先进的甲醇汽车生产体系，成为
汽车行业的清洁能源的领航者。 （悦 芳）

奔驰 EQC纯电 SUV上市

11月 8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QC纯电 SUV

400 4MATIC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QC纯电 SUV

400 4MATIC 创世代 1886 限量版在北京上市，售
价分别为 57.98万元和 62.28万元。

全新 EQC纯电 SUV拥有肌肉感十足的比例、

修长而流畅的车顶线条、 带有低矮腰线的车窗布
局，以及轿跑车般的车顶后部。内饰的美感同样浑
然天成。采用典型不对称设计的翼板轮廓，打造出
偏向驾驶侧的驾驶舱。 该车还配备 EQ专属功能的
MBUX 人机智能交互系统， 即刻回应消费者的需
求。EV优化路径规划功能可根据能耗、路况和充电
站使用情况等实时信息，为你提供高效智能的路线
规划和充电解决方案。

全新 EQC纯电 SUV拥有源自梅赛德斯-奔驰
的出色被动安全保障： 专门为 EQC设计的可为前
部电机提供结构性保护的新型副车架、以及电池包
周围的一体式防撞结构的坚固车架，为车辆和乘员
带来卓越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全新 EQC更具备奔
驰当前最尖端的驾驶辅助科技，包括了主动安全和
预防性安全。其中包含主动式车道保持、智能领航
限距，以及盲点辅助功能等。

在 NEDC综合工况标准严苛测试下，全新 EQC

续航里程可达 415 公里在 90 千瓦最高额定功率
下， 全新 EQC直流快充从 10%充至 80%电量所需
时间不超过 45分钟； 如果采用安装在家里的梅赛
德斯-奔驰智能墙盒，交流充电从 10%充到 100%只
需不到 12小时。全新 EQC配备独立研发的电力传
动系统，前后轴各有一台紧凑型电机，总输出功率
达 300千瓦，峰值扭矩 730牛·米，百公里加速时间
仅为 5.1秒，带来媲美性能车型的纵情驾驭感受。

（惠 然）

首款新能源汽车 ID.正式下线

上汽大众新能源汽车工厂落成
11月 8日， 上汽大众新能源工厂正式

落成， 并举行了由该工厂生产制造的首款
车型 ID.的下线仪式。作为大众 MEB 平台
专属工厂，上汽大众新能源工厂将在 2020

年 10月正式投产，未来会生产大众、奥迪
多个品牌的全新一代纯电动车型，由此，上
汽大众开始迈向全面电动化 &网联化。这
不仅仅是上汽大众面向未来、 转型升级的
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德大众深化合作，开拓
未来的结果。 今后上汽大众将不断提高核
心竞争力，掌握产业链的核心，在全球汽车
产业变革的新形式中， 为上海经济高质量
升级发展增添新的动力。

据悉， 上汽大众新能源汽车工厂位于
上海安亭， 是大众汽车集团全球首个专为
MEB平台车型生产而全新建造的工厂。项
目总投入 170亿元， 规划年产能 30万辆，

投产后将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 效率
最高的纯电动汽车工厂。 新工厂集智能制
造、节能环保为一体，采用超过 1400 台工
业机器人， 并大规模应用领先的制造技术，

实现制造全过程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此外工
厂运用 27项环保、节能新技术，实现能源、

水、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VOCs)和废弃
物等 5项关键环境指标下降 20%。 新工厂
于去年 10月破土动工。 经过 12个月的施
工建设， 这座现代化标杆工厂即将全面投
入使用，上汽大众向 2025年成为电动汽车
领先者的战略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此次下线的新能源汽车工厂首辆 ID.

是一款 MEB平台纯电动中型 SUV，也是上

汽大众未来投产的首款 ID.家族车型，预计
将于 2020 年下半年正式亮相， 在外观方
面，新车与稍早前大众品牌之夜上的 ID.初
见保持高度一致 ， 两款车均基于 ID.

CROZZ概念车打造。MEB平台是大众汽车
集团专为大规模生产而开发的纯电动车平
台。 平台采用创新的平板式电池模组布置
方式， 使车辆具有更长的轴距和更短的前
后悬， 轴距和同级传统燃油车相比有很大
提升，车辆内部空间更大。与此同时，为了
保证生产标准和均摊成本，MEB平台产品
的电池组具有极强扩展性， 可根据不同车
型的用途调整驱动力水平， 续航里程最高
可达 550公里以上。此外，该平台还将在智
能驾驶方面进一步提升。据悉 MEB平台集

成了全新的车载辅助、信息娱乐、控制和显示
系统， 实现整车高度智能网联化和全面数字
化的生态系统。

作为国内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合资企业之
一， 上汽大众 35年来深耕中国消费市场，累
计收获超过 2100万用户的信赖。面对个人出
行方式的变革， 上汽大众正基于企业 “共创
2025”战略，不断加快新能源产品布局。2018

年， 途观 L插电式混合动力版和帕萨特插电
式混合动力版先后上市， 领跑国内合资
PHEV市场。2019年，首款纯电动产品朗逸纯
电上市，以领先的“德系三电技术”为新能源
市场树立了安全新标杆。未来，上汽大众基于
MEB平台的多款全新一代纯电动汽车也将陆
续推向市场。 （晓 丁）

■ 沈新华

11汽车资讯2019年 11月 15日 星期五
www.jf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