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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车型:启辰晨风
战略:拉开私人市场纯电动汽车普及大幕

SUV、纯电动车型——

热点市场频现战略车型
核心提示 | 近几年的中国车市，销售最热的车型是SUV，关注度最高的则属纯电动汽车。在SUV和纯电动
两大热点细分市场，近日频现战略车型，别克昂科威全球首发，以上打下压的态势蓄势出击SUV市场，沃尔沃
XC Classic国产上市,使XC90实现重生，启辰晨风正式上市，意图引领私人纯电动车消费风潮。

SUV市场，途观、翼虎持续热销，奥迪Q5气
势不减，在刚刚落幕的第十届大河秋季车展上，
SUV也是消费者关注的热点。8月28日，通用
汽车全球新一代战略车型——别克昂科威EN-
VISION正式亮相，这款预计在10月正式上市
的SUV，将给中型以及高端紧凑型SUV市场注
入全新活力。

消费者喜爱SUV，往往因其外观、空间、动
力、科技，别克从车主需求出发，设计昂科威，并
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和超越。

从外观上看，昂科威动感流畅，又不失大气
优雅，内嵌LED灯组的展翼型前后大灯、具备高
档SUV的气势，简单地说就是开起来有派头。
昂科威拥有4667mm×1839mm×1696mm的
车身尺寸及2750mm轴距，其4/6分割后排座椅
不但椅背角度可调并可完全放倒，还能实现
180mm的前后滑动，结合后排平坦地板，为用户
提供了既宽敞舒适又高效灵活的空间。

动力方面，别克昂科威搭载荣膺“2013沃德
十佳”的全新一代2.0T SIDI直喷涡轮增压发动
机，百公里加速仅需8.4秒。全新6速DSS智能
启停变速箱，反应更迅捷、传动更高效、换挡更平
顺。同时，昂科威是同级唯一全系标配发动机自
动启停功能的车型，在“走走停停”的城市拥堵路
况中实现更低油耗和更少排放。此外，昂科威搭
载通用汽车全新开发的智能全路况四驱系统，后
轮左/右扭矩可在0:100间主动分配，同级独有
的FlexRide自适应驾驶系统，提供“标准”、“运
动”、“旅行”、“越野”四种模式。

9月15日，由沃尔沃汽车赞助的央视大型纪录
片《第三极》在北京首发，沃尔沃旗下最经典的7座
豪华SUV车型 XC Classic也正式宣告上市，上
市产品市场售价分别为T5 豪华版54.89万元；T5
行政版63.89万元。这也标志着,曾经缔造豪华
SUV市场历史传奇的第一代XC90，正式以XC
Classic的全新角色在大庆沃尔沃汽车制造有限公
司实现了重生。

第一代XC90在问世之初，就凭借全新的设计
理念和领先的安全性能，斩获多项大奖，截至目前，
沃尔沃XC90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60万台。在传
承经典的背后，XC Classic展现出的依然是沃尔
沃基于“以人为尊”品牌主张的可靠安全品质和北
欧人性化功能诉求。在这次与《第三极》合作中的
500多天里，沃尔沃XC90随摄制组转场拍摄行程

超过10万公里，于青藏高原之巅出色地完成了艰
苦卓绝的拍摄任务，展示出自己刚毅、执著和令人
信赖的车格。

在车辆安全方面，沃尔沃XC Classic同样毫
无保留地传承了XC90车型的可靠安全保障，包
括翻滚预防和保护系统、加长安全气帘、儿童增
高坐垫、燃爆式安全带（带预紧装置）和低横梁设
计在内的五大首创安全科技。其中沃尔沃全球
首创的RSC防翻滚稳定控制系统，大幅提升了
SUV安全性能的行业标准。另外，XC Classic
的驾驶室四周车厢由高强度钢制成，B柱和中间
车顶梁则由硼钢加强，使其强度增加了一倍。而
更加宽大的车身、浑圆的拐角等造型，有助于增大
有效缓冲区域，从而降低车内人员在碰撞中受伤
的危险。

多年来，纯电动车市场一直是“雷声大，雨点
小”，从业界到消费者，对纯电动车寄望甚高，但真
正适合私人消费的纯电动车却难得一见。9月10
日,启辰晨风纯电动车正式上市，售价为26.78万元
起，同时发布业内首创的“e享无忧”服务体系。在
众多利好政策的助推之下，启辰晨风上市有望为电
动车普及破局,拉开我国纯电动汽车向私人市场推
广的大幕。

作为一款基于日产专属EV平台倾力打造的车
型，启辰晨风的动力系统由高效能锰酸锂电池、同
步永磁电机以及先进的电控系统构成，动力表现堪
比3.5L汽油车，0-50km/h加速时间仅需4.4秒，最
高时速可以达到144km。在电池方面，启辰晨风
充分考虑了续航里程、充电时间、能量效率几方面
的因素，电池仅重276kg，容电量达到24kWh，一

次充满电在综合工况下可行驶175km，并且保证了
极佳的充电速度，启辰晨风的6.6kW版本使用家用
慢充桩充电只需4小时就可以完全充满，而如果使
用公共快充桩补电则仅需 30 分钟就可以充电
80%，快充5分钟即可持续行驶约60公里。

针对消费者对纯电动车的种种顾虑，启辰“e享
无忧”服务体系，包括购车无忧、充电无忧、出行无
忧、乐享无忧四大服务板块的十几项服务内容。以
充电无忧为例，在2014年购晨风，送1万元充电设
施补贴、充电桩上门安装等增值服务。

启辰晨风上市正值启辰品牌成立四周年，东风
日产副总经理任勇表示：“四年的小结是迈向未来
的新起点，启辰将坚持‘多彩生活·触手可及’的品
牌主张，在传统车型和纯电动汽车上双线并行，更
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车型代表:昂科威
战略:主战中型SUV市场,
下压高端紧凑型SUV

代表车型:沃尔沃XC Classic
战略:经典XC90正式国内生产上市

□记者 赵丰玉 解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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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资深诚信陈律师15981981833
●高效婚查找人取证55007873
●婚查取证，定位找人53668802
●交通事故律师 18625773913
●婚查找人取证 13523053494
收购债权难事帮办 63210116
●公司商会律师 13598872990
●常青律师团队 13703845682
要账专家 86169619
神速 18137889110
★诚信收帐★
专业律师团队 15093366331
保密婚查专线 18736075371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 13283818110 成付

■诚速要帐■
成功收费 18538729110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律师策划，找不到欠

款人勿扰，以专业为主，不承

办其他业务专线15093301233
■职业要账■
现金买断欠条，专业队伍，

律师策划，老赖无处可藏，

诚信合法，找不到人勿扰，

全国办理热线：13598086574
打击老赖 86563855
电话 15538156663
快速收账

专办工程款、个人借款等当天

见效，面向全国 13071022966
热线 15538250011

收账 15515555552
治赖 18539561966
追账 15936277788
★全国收账★
收购快速合法1390382130013015500011要账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注册代账 13693719897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免费快办公司 87533558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投资金融资产专办63815722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 13140015678
●投资、资产管理专办55521233
●超低快办公司 15517559996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建筑劳务资质 13071018226

●免费注册公司代帐61350555
●免费注册公司 65251888
●工商注册王 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金融服务投资专办66060656
●工商注册增资 13592613936
●13838389446医疗器械工商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商

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公司快办★收购 65325833
●低价快办公司 15136237356
●代理公司记账 18037132755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 66364166
低价电力物业园林 66364266
高效诚信 ,不成退款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 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 86099288
装饰幕墙◆智能化 86099688
承装●承修●承试 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14 年真诚服务！

“速办总承包”
房建■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新申办专线：55058991
增项、升级专线：55058997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 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 86172662
★工商世家★
十六年品牌●大额注册增资

房地产●房建●装饰●机电等

各类资质专办 15003821088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 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 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 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 63697099
14 年真诚服务！

全省资质专办
土建●装修●园林 53310629
水利●防腐●照明 53310628
市政●环保●送变电53310627
路桥●机电●钢结构53310626
矿山●门窗●电监会53310625
投资金融资产
注册开办运营指导 55815178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大额增资

验资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 .65901419、65901473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 86560456
低价办公司

资深代理记账机构 86107088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银丰典当行

黄铂金钻石名表车辆房产按

揭房 66210936/39、67269860、
86085562/02、6460891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全国商标注册 4000017931
全国信用评级 40000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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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B13、14、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