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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试出真强者”
2016别克昂科威试驾会，在郑
州拉开帷幕。活动当天，天气
非常寒冷，但试驾者热情很高，
昂科威优越的性能给大家带来
深刻印象。

昂科威，是别克专为社会
中坚力量的成功人士所打造的
一台高档全能中型SUV。大气

优雅的外观以及同级别竞品难
以比拟的豪华内部设计让人过
目难忘。昂科威全系标配了新
一代高性能2.0T SIDI直喷涡
轮增压发动机，全新6速DSS
智能启停变速箱以及智能四驱
系统，售价为 26.99 万—34.99
万元。

此次试驾，赛道中还设置

了斜坡台、交叉轴、滑轮组等道
具科目，以模拟在驾车越野中
所遇到的各种复杂路况。试驾
者在尽享越野驾趣的同时，体
验别克昂科威所配置智能全路
况四驱系统的非凡性能，且在
行驶途中惬意享受昂科威良好
的底盘调校和优越的避震系统
所带来的舒适驾乘环境。

□记者 史歌

1月 21日，在上海浦东
金桥，随着一辆新美式旗舰
轿车凯迪拉克CT6驶下生产
线，上汽通用汽车凯迪拉克
工厂正式竣工投产。全新的
凯迪拉克工厂是一座集柔
性、智能、科技于一体的世界
级绿色豪华车制造工厂，它
代表了当今汽车制造的全球
领先水平。

据了解，上汽通用汽车
凯迪拉克工厂一期总投资80
亿人民币，总规划产能16万
台/年，包含车身车间、涂装
车间、总装车间、高速试车
道、联合站房等完备的配套
设施。工厂拥有国内首个具
备全铝车身制造能力的车身
车间，车间内有钢、铝两条全
自动化生产线，机器人386
台，实现车身连接技术100%
自动化。同时，工厂采取多
项通用拥有专利的混合材料
连接技术，包括全球率先用
于CT6生产的铝电阻点焊，
国内汽车行业首次引进的铝

激光钎焊，大规模应用的自
攻螺接、自冲铆接等业内领
先的车身冷连接工艺，展现
出国内豪华车车身工艺制造
的最高水平。此外，凯迪拉
克工厂还是全球绿色工厂的
典范，其涂装车间是目前中
国汽车行业内唯一没有混凝
土高烟囱的涂装车间，引入
了国际上最为环保的喷房废
气处理系统和干式文丘里等
技术。

作为全新建成凯迪拉克
工厂下线的首款产品，新美
式旗舰凯迪拉克CT6是目前
实现国产的最高级别豪华轿
车，众多在全球与国内汽车
行业首次应用的高新及专利
技术工艺，确保了凯迪拉克
CT6完美的品质呈现。凯迪
拉克CT6采用业界领先的高
强度、轻量化车身设计：车身
材料融合11种不同的轻量
化材质，其中铝材占比超过
57%；借助多项宇航级车身
工艺，全面提升车身的强度、
性能及效能。

上汽通用汽车推出中国智造旗舰——

凯迪拉克工厂竣工投产

中原车市火在春节前
上新车，推试驾——

□记者 解元利 史歌 介明钢 刘婷婷

1月中下旬，寒流来袭，河南遭遇极寒天气，但未能阻挡汽车厂商上新车、推试驾的热情，
从绅宝X55、2016款宝骏630、上汽大通全新G10上市，到昂科威试驾会，不少消费者想赶
在春节前拿到自己喜爱的新车。

1月24日，在河南大广4S
店，北京汽车绅宝X55正式在
河南区域上市。售价区间为
7.68万～11.98万元。

绅宝X55车身侧面两条腰
线力量感十足，而车尾的设计
也显得很有动感，车身尺寸分
别为 4405/1809/1685mm，轴

距为2650mm。绅宝X55配备
诸如泊车雷达(车前)、倒车雷
达、倒车影像、泊车辅助、无钥
匙进入/启动、双段可开启式全
景天窗、真皮多功能方向盘、中
控 台 液 晶 屏 （ 集 成
NOVE-LINK车载互联系统）、
自动恒温空调、定速巡航以及

自动启停等丰富配置。
绅宝 X55 提供了 1.5L 和

1.5T两款发动机，最大功率分
别为 116 马力和 150 马力。
1.5L发动机峰值扭矩148牛·
米，匹配5MT变速箱；1.5T发
动机峰值扭矩210牛·米，匹配
6MT/CVT变速箱。

绅宝X55：河南大广区域上市

1月 22日，上汽通用五菱
正式推出2016款宝骏630，本
次共推4款车型，均搭载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售价区间为
5.98万到7.48万元。

2016款宝骏630外观进行
了全新设计，镀铬式盾形前格

栅、飞翼式车头等，更加符合年
轻人审美标准。座椅、中控、副
仪表板及门板等做工全面提
升；ABS+EBD、EPS电子助力
转向、前排双气囊、ISOFIX儿
童安全座椅锁等安全配置，保
证了车内乘员安全。

2016款宝骏630搭载了国
际领先的P-TEC DVVT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
82kW，峰值扭矩146.5牛·米，
百公里油耗最低仅5.8L。除5
挡手动变速箱，舒适型还提供
6AT自动挡车型。

2016款宝骏630升级上市

1月 23日，上汽大通全新
G10河南区域上市会于郑州市
河南聚龙展厅举行，来自郑州
的二十多家主流媒体、百十位
客户一起见证了这一时刻。

全新G10在之前G10“大
形象、大动力、大空间、大科技”
四大产品优势上全面升级，增
配了10向智尊行政座椅、双侧

智 能 防 夹 自 动 滑 移 门 、
Touch-Free智能感应尾门等
配置，成为国内首款拥有双侧
电动移门的MPV。并且推出
旗下首款柴油版车型——1.9T
柴油车型，为消费者带来汽油、
柴油不同动力选择。售价区间
为13.38万～26.98万元。

全新 G10 搭载上汽集团

“蓝芯”2.0TGI发动机，采用缸
内直喷、第二代高效涡轮增压、
DVVT双可变正时气门等多项
先进技术，最大功率225马力，
峰值扭矩345牛·米，百公里加
速达到10秒以内，最高时速可
达190km。此次，G10还带来
一款全新的动力系统——1.9T
高性能柴油发动机。

全新G10河南上市

昂科威试出真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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