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02 2018年5月4日 星期五

主编 潘峰 唐文虎 美编 王飞

启辰
集结“中国汽车大脑”战队

东风启辰以“品质启辰 智联生活”为
主题，展示了更具魅力的全新品牌理念，隆
重发布了全新一代概念车东风启辰“The
X”，以前瞻造型演绎全新设计语言，展示东
风启辰的最新造型实力与未来设计愿景。
随着智联车型阵容不断壮大，东风启辰在
全国多个省市举办了“中国汽车大脑挑战
赛”、“中国汽车大脑智趣体验营”等创新营
销活动，以生动有趣的活动策划，让用户在
新鲜体验中更真切地享受智联科技带来的
乐趣与便捷。

日产推出轩逸电动版

日产汽车携首款专为中国消费者量身
定制、面向中国市场的全新电动车型及其
他两款电动汽车亮相，未来五年，日产汽车
将向中国市场投放20款电动化车型，覆盖
日产、启辰、英菲尼迪和东风品牌。

在中国生产，面向中国市场投放的首
款电动车型轩逸·纯电 SYLPHY Zero
Emission首次亮相本届车展。此款车型
结合了日产轩逸的旗舰家轿品质和日产汽
车成熟的全电动系统。

作为中国市场首款合资品牌量产电动
车型，轩逸·纯电SYLPHY Zero Emis-
sion与全球畅销的电动车型日产聆风在同
平台上进行研发，能够实现快速充电，综合
工况续航里程达到338km。该款车型将在
今年下半年上市。

比亚迪唐二代续航更持久

比亚迪全新一代唐采用Dragon Face
家族脸谱设计，整车外观看起来简洁大气，
内饰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都属于同级标
杆。中控台配备可支持90度旋转的液晶大
屏。全新一代唐采用7座布局，并配备智能
网联系统、全LED前大灯、360度全景影
像、ACC自适应巡航、AEB自动紧急刹车
制动、LDES车道偏离预警系统，PM2.5绿
净系统等。

动力方面，全新一代唐搭载2.0T插电
式混动系统，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超过500匹
马力，高配车型0-100km/h加速有望达到
4.5秒。此外，全新一代唐还搭载全时电四
驱系统，百公里油耗低于2L。在纯电动模
式下，全新一代唐续航里程最长可达
100km，远超同级别其他车型。

作为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的经典之
作，秦Pro同样采用Dragon Face设计理
念，多边形LED前大灯组搭配溜背造型设
计，营造出运动、时尚、年轻、充满活力的身
姿。动力方面，秦Pro搭载一套插电式混动
系统，其由1.5T发动机、电动机和锂电池组
构成，其中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43马力，百
公里油耗仅为1L/100km。0-100km/h加
速时间只需5.9秒，直线加速性能达到不少
性能车的水平。

东南“翼3”设计引人驻足

东南汽车携DX7 Prime、DX3 EV、
电咖EV10等多款重磅车型隆重亮相，全
方位展现强大的家族布局和产品实力。其
中，刚上市不久的DX7 Prime秒杀无数镁
光灯，凭借着“都市豪华SUV创想者”的不
凡魅力，成为消费者进入东南家族的全新
产品触点和东南汽车“原创设计 匠心品
质”的极致表达。而全新升级的新能源汽
车电咖EV10凭借着时尚多变的潮酷外
观，智能操作及超长续航里程同样备受瞩
目。东南汽车总设计师张雪龙先生与电咖
汽车向东平先生分别讲解了DX7 Prime
和全新升级的电咖EV10互联电动车的车
型亮点。

MG X-motion Concept
全球首秀

作为全球主流SUV中第一款采用“纯
形面设计+光影肩线设计”的车型——MG
X-motion Concept概念车，在北京车展
名爵展台首次公开亮相。MG X-Mo-
tion Concept还创下国际主流SUV中的
诸多第一：第一款采用纯形面设计的SUV，
第一款采用光影肩线的SUV。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重庆晚报记
者 潘峰 范东森 郑伟 采写

聚焦 北京车展

眼看2018年要过完一半，很多消费者
添购一台自己的爱车的“小目标”都还没有
完成，与其在家看网站了解信息，不如亲身
到现场砍价购车。所以一个汇集众多汽车
品牌，还有大幅促销优惠的车展肯定是咱

们买车的不二去处。
5月5日到6日，“驾享生活”2018上

海城春季消费车展将在南坪最热闹的上海
城举行。现场20余个主流新车品牌及十
余个二手车经销商参展，更有组委会及各

品牌车商送出的众多购车优惠。
同时，有超10款在北京车展发布的新

车正式登陆山城重庆。逛完商场逛车展，
省心省力还省钱。5月5日南坪商圈上海
城步行街，let’s购！

广汽Enverge国内首秀

广汽新能源概念车Enverge以先锋
的设计语言搭载新能源领域的核心技术成
果，展现新能源车全新魅力。Enverge融
合了跑车的运动性与SUV的力量感，前脸
部分将“凌云翼”家族标志性语言进行了新
能源化的演绎，晶锐LED头灯与格栅横向
相融，极具品牌识别性。内饰方面，采用飞
翼式座舱布局，后排配备360°全景VR
智能眼镜，在行车过程中，乘客可体验超越
虚拟与现实边界的感官刺激。性能方面，
百公里加速时间仅为4.4秒，NEDC工况
下车辆续航里程可达600km。Enverge
搭载组合充电模式，不仅可以在350kW
常规快充功率下，充电10分钟即可行驶
400km，还可通过无线充电模块多样化解
决充电难题。

传祺GM6全球首发亮相

作为一款家用MPV，传祺GM6是广
汽传祺为新时代精英打造的又一诚意力
作。

该车借鉴传祺i-lounge概念车稳中
有动、威猛大气的设计语言，让家用MPV
呈现出越级的档次感。以“心动、型动”为
设计哲学，传祺GM6还加入了“海豚跃
动”般的主题腰线，营造出极富情感的独特
性格。带状尾灯再配合上生动的扭转曲
面，更令传祺GM6的外观造型既沉稳又
充满活力。搭载创新科技的最新成果，传
祺GM6还创造出体贴入微的舒享驾乘体
验。把最好的爱给予家人、将最有温度的
关怀传递给亲人。未来，传祺GM6将为
精英人群带去有型有趣、有品位、懂陪伴的
精致汽车生活体验。

广汽三菱Eclipse Cross亮相
六月上市

广汽三菱带来即将国产的Eclipse
Cross、首款纯电动SUV概念车E more
以及欧蓝德荣耀冠军版三款重磅车型，正
式开启品牌年轻化全新阶段。在本次车展
上，广汽三菱还发布了面向未来三年的经
营计划，2018-2020年将至少导入三款新
车型，2020年产销量达到30万台，彰显了
企业赋能未来的实力和雄心。2018年广
汽三菱第一季度销量达到38388辆，同比
增长48%。

广本全新一代雅阁家族亮相

广汽本田在车展前举办“ACCORD
NIGHT雅阁之夜”，第十代雅阁震撼发
布。今年，广汽本田迎来成立20周年，累
计销量突破600万辆。第十代雅阁搭载
SPORT TURBO、SPORT HYBRID两套
动力总成。

其中，搭载SPORT TURBO动力总
成车型分为 260TURBO 和 230TURBO
两个版本共 6 款车型，市场指导价为：
16.98万-22.98万元，新车将于5月正式上
市。第十代雅阁锐·混动于北京车展首发
亮相，并于今年第三季度正式发布。

重庆地区广汽本田经销商在稍早时候
于南滨路举办了全新雅阁重庆地区发表
会，并接受预订。

作为基于丰田TNGA丰巢概念的首
款SUV产品，奕泽 IZOA集奕动美学设
计、钻石动力组合、超燃热动比、丰田智行

安全四大核心优势于一身，强势亮相北京
车展，引爆全场成为大众焦点。目前，该车
已经在一汽丰田各4S店接受预订。

作为 TNGS 构架下的车型，奕泽
IZOA搭载了全新钻石动力组合，TNGA
2.0L自然吸气发动机热效率达到全球顶
级水平的40%，匹配全球首例带起步齿轮
的CVT变速箱，将为用户带来更畅快的驾
驶体验。奕泽 IZOA 全系配备 Toyota
Safety Sense丰田规避碰撞辅助套装，同
时，标配的10安全气囊进一步提升了用户
的安全保障。

丰田在北京车展前夕的发布会上宣
布，将在2020年引入10款电动化新车，其
中包括在本次车展上全球首发的卡罗拉和
雷凌插电式混动车型。此外，TNGA概念
下的小型SUV奕泽和C-HR正式亮相。

在全球电动化技术发展速度最快的中
国，2017年丰田实现了电动化车型销量突
破14万辆，今后更将加快研发步伐，到
2020年将投入10款电动化新车型。与此
同时，丰田也正在积极推进电机、电池、逆
变器等电动化车型的核心技术的国产化进
程，提高本地化采购比例。在丰田品牌
EV车型方面，丰田将在2020年领先世界
其他市场，率先在中国市场导入C-HR和

奕泽IZOA的EV车型，把与丰田品牌相
符的高品质EV车，第一时间带给中国消
费者。

本次北京车展，丰田还带来了世界首
发的卡罗拉、雷凌外插充电式混合动力版
车型。小林本部长提到，“不管多么优秀的
技术，如果不能以消费者可以接受的价格，
推出并普及令人信赖的商品，就没有意
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途径，就是本地
化。”卡罗拉、雷凌外插充电式混合动力版
车型是根据中国道路的驾驶环境，切实针
对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现地研发的，其
主要核心零部件都实现了高度国产化。

重庆晚报记者 潘峰

本周末南坪上海城步行街车展，逛起！

丰田在华加速电动化及产品布局
TNGA首次引入两款SUV

丰田正在研发储能更强的全固态电池

丰田汽车公司常务、丰田汽车研发中心
（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尾清哉在发布会后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丰田的电动化战略升
级将依托1100万混合动力车型所取得的技
术优势，特别是电驱动的车辆，电池都是非常
重要的技术。在这个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要不断地降低电池的体积和成本，在这种
情况下如何来降低，那就需要提高电池的整
个能量密度，这是必不可少的。丰田目前在
独立研究储能超过锂电池一倍的全固态电
池，这将是未来电动化战略最关键的部分。

链接

一汽丰田奕泽开启预售 一汽丰田要挑战71.5万台的销量

一汽丰田将 2018 年的销量目标定为
69.5万台，在今年第一季度销量已经完成
了 18.8 万辆。田青久对此表示：“2018 年
设定的必达目标是 69.5 万，挑战目标是
71.5万。这样的目标设计是基于两方面的
考虑，第一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目前中国
车市进入了稳定低速增长状态，前些年动
辄二位数高速增长时代一去不复返；第二
是内部因素的影响。一汽丰田今年有四款
车型退市，奕泽下半年才上市销售。今年
的增量，需要通过现有车型营销努力，提高
营销质量来解决。”

链接

车展报道

雷克萨斯全新ES全球首发
雷克萨斯中大型豪华行政级轿车

全新ES在本届车展上全球首发。基于
“尽情尽兴的优雅从容”这一开发理念，
全新ES采用了独特的纵向纺锤形格栅
设计，以及更长、更宽、更流畅的车身线
条。配合矩阵式LED大灯和LED流水
转向灯，展现出魅力十足的动感气息。
竹木等天然材质的运用，配以雷克萨斯
独有的匠心工艺，全新ES将东方元素
融入充满未来感的内室氛围。电动可
调节座椅倾角等人性化配置，更为后排
乘客营造出鲜明的雷克萨斯式
舒适豪华体验。

全 新 ES 260 F
SPORT，则是ES车系诞生
30年来首款F SPORT车
型，为新一代消费人群提

供了个性化、多元化的选择。
通过搭载ANC主动降噪静音系

统，以及Hybrid Acoustics 技术、前
后排双层静音玻璃、降噪轮毂、全封闭
式底盘、雨刮器降噪等一系列被动降噪
技术，全新ES在隔音降噪方面做出了
全面革新，维系了雷克萨斯ES系列优
秀的静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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