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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展折射车企竞争走向
关注环境 智能出行 创新引领

北京车展上，福特品牌展台
通过大胆创新的手法展示其利
用一系列前瞻科技所开发的新
车型产品，以及为未来智能移动
出行所打造的解决方案。

领衔福特品牌展台阵容的
是首次在中国市场亮相的全新
福特 F-150 Raptor 高性能越
野 皮 卡 。 全 新 福 特 F-150
Raptor集强大性能、灵活操控
性和全面多功能用途于一身，为
中国的越野车爱好者提供了全
新选择，同时也为福特在中国开
辟全新的产品细分市场。全新
F-150 Raptor 将同全新福特
GT及全新福特福克斯RS一道，
进一步奠定福特在中国性能车
细分市场的领军地位。

作为福特将在中国市场引
进的第一款插电式混动车型，福
特C-Max Energi将能更好地
满足中国消费者对新能源车型
日益增长的需求。此外，福特新

蒙迪欧混合动力车型也将于今
年晚些时候在中国上市。

由新福特翼虎领衔，包括新
福特探险者、福特锐界、全新福
特撼路者和福特翼搏在内的福
特品牌旗下的全系SUV车型集
体亮相北京车展。此外，经过升
级设计的金牛座限量版及福特
锐界V6旗舰型的首次亮相也再
次彰显福特汽车在设计、创新及
品质方面的最新成果。

福特汽车还宣布将在中国
市场正式推出SYNC 3车载连
接系统。全面升级的SYNC 3
系统反应更迅速、界面更直观、
操作更便捷，语音指令更接近对
话。该系统还支持中文手写输
入识别。此外，消费者同样可通
过福特AppLink平台，安全方
便地在驾驶时语音控制多项智
能手机应用程序，目前在中国，
已有6款中文应用程序可在福
特AppLink平台使用。

福特：发布智能出行方案

4月 23日，广汽本田正式
对外发布全新企业品牌及中英
文口号：“让梦走得更远”，

“Your Dreams Our Drive”。
全新企业品牌的发布，宣

告了广汽本田未来全领域体系
变革与创新的启动。在活动现
场，广汽本田还发布了即将在
新 车 型 上 搭 载 的 SPORT
TURBO 涡轮增压及 SPORT
HYBRID混合动力两大领先的
动力系统。全新大型豪华

SUV——冠道（AVANCIER）
和新雅阁混合动力版，以及
Acura 品牌的首款国产车型
CDX也震撼亮相。面向未来，
广汽本田还将依据全新企业品
牌，开启全领域品牌激活行动，
以全新企业品牌内涵更新广汽
本田体系的各个接触点，着力
在营销服务、生产研发、客户体
验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升级。

冠道以“DYNAMIC·EL-
EGANCE（猛·丽）”为外观设计

理念，拥有气势宽阔的车体及
锋利的前脸外观，以及时尚轿
跑式座舱、宽敞的后排乘坐空
间、豪华感的精湛内饰，并搭载
AWD四驱系统。冠道将采用
Honda先进的SPORT TUR-
BO动力系统的2.0T涡轮增压
发动机，配以9速自动变速箱，
具备跑车级的压倒性动力性能
和极佳的燃油经济性，完美兼
顾家庭、商务用车需求。冠道
计划于今年四季度正式上市。

广汽本田：发布全新企业品牌

北京车展，福建奔驰全新
V 级车以尊贵大气的独特设
计、豪华舒适的车内空间及傲
视同侪的先进科技，完美诠释
了“所享 超乎所想”的优异品
质及宜商宜家的广泛用途。此
外，福建奔驰还展示了多达11
款 基 于 威 霆 Vito 和 凌 特
Sprinter的定制化改装解决方
案，充分展现了梅赛德斯-奔驰
高端MPV的改装潜力和休旅
车所带来的全新出游方式。

“全新V级车兼顾宜商宜
家的使用诉求，既可以提升商
务接待的品质，也能够满足家
庭和私人用途的需求。随着生
活方式和理念的转变，我们的
目标客户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更
胜以往。”福建奔驰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Dr. Guido Krupinski
（郭鹏凯博士）接受专访时介

绍。全新V级车率先面向国内
市场推出3200mm与3430mm
两种轴距版本，配备戴姆勒全
球领先的M274 2.0T汽油发动
机，搭配 7G-TRONIC PLUS
手自一体变速箱，坐拥最大功
率155kW、峰值扭矩350N·m
的充沛动力，并具备综合油耗
仅9.0L/100km的高效燃油经
济性，同时符合国五排放标准。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在高
端MPV领域的最新杰作，全新
V级车经由福建奔驰导入国产
后，根据国内精英人士的使用
需求进行了全方位的本土化升
级，是真正为中国高端消费者
度身打造的高端MPV。而随
着出行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的
增长，作为国内唯一专注于高
端MPV领域的汽车企业，福建
奔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福建奔驰：专注于高端MPV

4月 25日，中国一汽携
旗下红旗、解放、奔腾、骏派、
森雅等36款自主产品，亮相
北京车展，此次参展主题为

“新·享未来”，展出车型超
50%为全新产品。

新品发布会上，中国第
一汽车集团公司董事长徐平
表示：“新·享未来”就是创新
引领发展、悦享律动未来。
创新是驱动汽车产业发展的
核心动力，是激发产业活力
的根本途径，是挖掘产业潜
能的重要工具。

本届北京车展，红旗家
族共有 10 款产品集体亮
相。参展车型从H平台到L
平台，从传统三厢轿车到
SUV，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
车型，红旗品牌庞大的阵容，
预示了它光明的发展前景。

今年恰逢一汽奔腾品牌
诞生十周年，奔腾发布了两款
全新车型——全新奔腾B50
和奔腾X4，两款新车都具有
新颖时尚的外观、科技精致的
内饰。作为一汽全新自主
SUV车型，在车展上亮相的
森雅R7有着越野范儿的造型
设计，速度、时尚、动感兼备，
配置也比肩高端车型。

此外，作为中国一汽最
年轻的产品线品牌，一汽骏
派也带来了旗下首款A级车
骏派A70，将于今年四季度
上市，它分别搭载汽油与纯
电动两种动力系统。为迎合
消费者绿色出行的需求，中
国一汽还展出了红旗H7蓝
途、奔腾B30EV、骏派A70E
等混合动力和纯电动汽车。

中国一汽：
创新引领未来发展

4月25日，作为江淮乘用车
LOGO换新后的车展首秀，本届
北京车展成为江淮全面展示新
面貌的首发平台。

此前在4月12日的江淮品
牌日上，江淮乘用车正式发布全
新品牌LOGO，从消费者熟悉的

“五星标”升级为更具质感及丰
富内涵的“盾牌 JAC”LOGO。
车展现场，14辆展车中近半是全
新车型，展现出旺盛的品牌活
力。首日推出中国首款纯电动
SUV 江淮 iEV6S 及高端 MPV
第二代瑞风M5。虽然两款新车
型布局不同市场，但都切准了细
分市场需求升级的脉搏。

今年1-3月，江淮乘用车累

计销量达到116651台，同比增
幅 35.5%。北京车展上，江淮
SUV、MPV、轿车、新能源四大
板块皆有新品登场，日益壮大的

“江淮兵团”正全面换挡发力。
在SUV领域，江淮第二代

瑞风S3与瑞风S2已毫无疑问是
小型SUV市场的当红小生，但
江淮并未满足于此。本次车展
SUV 概念车 SC-5 正式曝光；
MPV瑞风M4，将与瑞风M3、
第二代瑞风M5一同征战商务车
市场；高端轿车瑞风A60，将推
动江淮品牌快速上行。而在新
能源板块，继江淮 iEV6S 上市
后，入门级纯电动轿车iEV6E也
已蓄势待发。

江淮汽车：全面展示新面貌

(下转B03版)

从人出发 马自达CX-4引领SUV潮流进化

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中，有这么一款全
球首发车型，它定位于“未来派轿跑SUV”，
不仅展现出了不与众同的设计造型，还为年
轻消费群体诠释了什么才是“从人出发”的
汽车产品。甚至在这款新车揭幕的那一刻，
就有业内同行感叹道：“这样惊艳的外观，着
实为视觉带来了强烈冲击力，完全打破了人
们对传统都市SUV设计认知。”而这款新车
型正是一汽马自达CX-4。

从人出发
CX-4内外设计尽显独特价值

不同于传统都市 SUV的外观造型，
CX-4是如何展现魂动设计的再进化呢？
整体来看，CX-4的车身及车顶线条，硬朗
之中不乏流畅与优雅的柔美，在结合如同欧
洲豪华跑车的低车身、“钻石切割工艺”的
19 英寸大轮毂，以及高离地间隙之后。
CX-4营造出了一种属于SUV的黄金运动
比例造型。

相比内饰，CX-4的设计同样有别于传
统都市SUV。这主要在于CX-4拥有马自
达产品序列中最高内饰品质的基础上，其配
置并不是将科技一味地堆积，而是加入了更
多人性化与实用性的设计。同时，CX-4将
传统的手刹拉杆改为了EPD电子驻车制动
系统和AOTUHOLD自动驻车系统，不仅
让操作更加简便、智能，还提升了内饰的科

技感。此外，CX-4还将BSM盲点监测系
统、SCBS低速刹车辅助系统、RCTA倒车
预警系统，以及 i-STOP智能怠速停止、
i-ELOOP制动能量回收等保障行车安全、
提升燃油经济性的智能科技配置融于一身。
实现内心价值
CX-4定义未来派
CX-4如何能够带来如此不同的内外设计

与新体验？这在于马自达洞察年轻人
内心需求之后发现，如今物质生活得到极大
满足的年轻人，已不再接受被约束或雷同的
产物，他们更注重事物的本质。

正是马自达不断思考年轻人内心诉求，
以及如何打造一款能够帮助他们实现内心
价 值 的 汽 车 之 后 ，最 终“Explor-
ing-Coupe”研发理念孕育而出。它寓意
着渴望探索，具有独立、个性价值观的年轻
人，在各自的人生道路中，CX-4将成为他

们的伙伴，一同进取、走向成功。这也使得
基 于“Exploring-Coupe”理 念 打 造 的
CX-4，在研发之初就没有级别和设计方向
的限制，完全是“从人出发，让车实现人的内
心价值”而研发。而这也正是CX-4定位

“未来派”的意义吧！
一款能够打动人心的设计，绝不是通过

简单的拼凑就能实现的。对于一款SUV来
说更是如此，像传统都市SUV基于同级别
轿车底盘，换装相对运动化的车身，或许已
不能再满足年轻消费者需求。但CX-4的
到来，“从人出发”的研发理念，让每一处细
节都与众不同。CX-4将择日上市销售，或
许在不久的将来，CX-4将如同马自达6一
样，在SUV市场中，引领新一轮设计潮流，
再创马自达又一款经久不衰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