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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斯巴鲁汽车（中
国）有限公司在上海车展上面向
中国发布新一代生产平台“斯巴
鲁全球化平台”，并展出旗下全
系经典代表车型。

车展现场，斯巴鲁利用环幕
视频设置预防安全技术Eye-
Sight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体
验区，向所有到场观众充分展示

“安心与愉悦”这一独特品牌价
值。

发布会上，有着作家、车手、
导演三重身份的韩寒也亲临展

台，讲述身为斯巴鲁中国拉力车
队王牌车手的夺冠历程，诠释斯
巴鲁激情、运动、充满个性的品
牌特质。

斯巴鲁认为出色的安全性
能是一辆汽车实现价值的前提，
从开发、设计、技术等方面努力
提升汽车产品的安全性能，并研
发出先进预防性安全技术——
EyeSight驾驶辅助系统，该系
统可以从“避免事故发生”和“减
轻驾驶负荷”两个方面发挥作
用。

主流厂家多款车型亮相——

强大阵容展示品牌实力
□记者 解元利 祁驿 耿子腾 刘婷婷 李哲 实习生 田昊 文 记者 平伟 摄影

上海车展，各大汽车生产厂家除了力推新车、概念车，对于自己已经上市发布的新老主打
车型也没有放松，纷纷组成强势阵容、集团冲锋，展示强大的产品实力。

东风汽车公司携旗下东风
乘用车公司、东风柳州汽车有
限公司、郑州日产汽车有限公
司、东风小康汽车有限公司、东
风越野车公司、东风日产乘用
车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东
风本田汽车有限公司、东风悦
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东风雷
诺汽车有限公司、东风英菲尼
迪汽车有限公司、东风裕隆汽
车有限公司、东风启辰汽车公

司等13家整车企业参展。
本届上海车展，东风公司

总计参展面积达1.74万㎡，参
展整车和关键动力总成 151
台，其中首发车型26台，新能
源车10台。展品覆盖乘用车、
商用车、新能源汽车以及关键
动力总成等领域。

东风风神AX4，标志着东
风风神正式进入到产品3.0时
代；东风风行景逸X6，是东风

风行2.0时代第三款精品车型，
也是第一款精品7座SUV；全
新景逸X5，与景逸X6共同构
成了东风风行在品牌2.0时代
的“双子星”明星产品；东风风
度MX3，是全球首发的东风风
度品牌全新紧凑型 SUV 车
型。此次展出的5款新能源车
中有3款是首次亮相：东风风
神 E70、东风风神 AX5-EV、
东风风行菱智M5-EV。

东风汽车：全系车型集体亮相

4月19日，标致暨东风标
致携旗下多款车型亮相上海车
展，此次除了由 4008、3008、
2008三款SUV产品组成的实
力阵容之外，东风标致的全新
旗舰产品5008也首次正式与
消费者见面并启动预售。此
外，应用自动驾驶技术的标致
最新概念车INSTINCT也在中
国市场首次亮相，而标致品牌
也正式宣布将携2017达喀尔
拉力赛冠军赛车标致DKR参
战2017丝绸之路拉力赛。

日前，东风标致正式将
2017 年定为“东风标致 SUV
年”，旨在以SUV产品为核心，
从多个维度满足消费者对SUV
产品的需求。作为进军D0级

SUV市场的重磅车型，东风标
致5008也将于年内正式上市，
届时，东风标致将实现从B＋

到D0级SUV市场的全覆盖，
以全方位满足用户日益多元
化、个性化的用车需求。

东风标致：5008领衔多款车型亮相

4月19日，奇瑞汽车携艾
瑞泽、瑞虎、新能源系列共9款
车型、14款展车及两大动力总
成亮相上海车展。其中，全球
首发亮相的全新一代瑞虎5，
诠释未来造车理念的“瑞虎轿
跑概念SUV”及刚刚上市的瑞
虎7 SPORT成为现场焦点。

全球首发的全新一代瑞虎
5，是此次奇瑞参展阵容的“领
衔花旦”。这款车是奇瑞通过
正向开发、依托SUV专业平台
T1X平台打造的第2款产品。

作为奇瑞Concept β 概念车
的量产型，在造型、外观和内饰
设计等方面，无不体现出年轻、
时尚和动感元素。该车将搭载
奇瑞最新一代智能互联技术，
拥有智能语音识别技术等“黑
科技”，体现了奇瑞最新的科技
水平，计划于今年下半年上市。

此次车展，是艾瑞泽、瑞虎
两大系列重磅产品全新升级后
的集体亮相，新推出的瑞虎7
SPORT、艾瑞泽 5 SPORT 车
型均在平台技术、动力技术和

智能互联技术三大核心技术方
面实现了全面升级。

“奇瑞之夜”品牌活动中首
次亮相的瑞虎轿跑概念SUV，
充 分 诠 释 了“FUN TO
DRIVE”的品牌形象，体现了
奇瑞对年轻消费者的深刻洞
察。这款概念车是继去年奇瑞
品牌愿景概念车 FV2030 之
后，又一款代表奇瑞品牌、设计
和技术方面前瞻视野的作品，
诠释了奇瑞对未来瑞虎SUV
的畅想。

奇瑞：最强阵容展现“技术范”

4月19日，日产汽车携全
新Kicks劲客、皮卡Navara、最
新概念车Vmotion 2.0及全新
奇骏等多款新车，亮相上海车
展，同时公布日产智行科技在
中国实施的最新成果。

日产智行科技是日产以实
现“零碰撞、零排放、零距离”为
目标，致力于汽车技术的智能
化升级。目前，东风日产已将
多项领先智能科技导入中国市
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NIS-
SAN i-SAFETY智能主动安

全系统，随着全新奇骏的上市，
已全面覆盖所有主力在售车
型。此外，东风日产还引入油
电混合动力等技术，并在全新
楼兰上实现配备。同时，在主
力车型上搭载智能X-CVT无
级变速和智能双C-VTC控制
等技术，提升燃油经济性。

作为日产汽车最新款的小
型 都 市 SUV 新 标 杆 ，全 新
Kicks劲客将登陆中国。全新
Kicks劲客采用了年轻、新颖的
外形设计，同时拥有宽敞舒适

的内部空间。此款车型将充分
契合90后年轻人充满个性、敢
于探索、充满激情的精神，彰显
现代、热情的设计理念。

Navara 作为中国首款高
端SUV级皮卡，采用了日产家
族式“Vmotion”前脸设计，以
及同级别中独有的LED高亮未
来式大灯。在性能方面，Na-
vara更是一款搭载了中国国内
唯一原装进口7AT变速箱的
皮卡车型，提供更强劲的动力
和更优越的性能。

日产汽车：多款新车亮相上海

4月19日，东风启辰携旗
下启辰T90、启辰全新70系、启
辰50家族等广受好评的热销
车型亮相上海车展，同时也有
晨风电动车及备受关注的启辰
M50V等产品。

定位于轿车级优享 7 座
MPV的启辰M50V，以超越同

级的产品力，兼具6.58万-8.49
万元的亲民价格，一经上市便
成为MPV市场的“宠儿”。在

“互联网+”热潮高涨、消费群体
加速年轻化的背景下，东风启
辰顺势推出惊艳智领SUV——
启辰T90。该车不仅有惊艳动
感的潮流造型，更有愉悦的舒

适驾乘、乐享随心的智能科技
和比肩合资品牌的品质优势。

启辰另一款匠心之作——
启辰全新70系，拥有平顺高效
动力、源自日产的先进底盘技
术、安心可靠的安全防护系统，
使得其继续巩固“10万元SUV
质价比之王”地位。

东风启辰：最强阵容首秀

4月19日，进口起亚NIRO
极睿、全新索兰托L、全新嘉华、
霸锐、K9等全系车型，亮相上海
车展。本届车展上，起亚汽车集
创新设计与尖端技术于一身，以
卓越的产品品质，展现其“致力·
美好生活”的用心和努力。

NIRO极睿作为起亚首款
混动SUV，采用的是新型Kap-
pa 1.6 GDI发动机和高效永磁
电机，搭配6速双离合变速箱，
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4.2L，
NIRO极睿也创下了混动车横

跨美国东海岸-西海岸行驶的
最低油耗吉尼斯世界纪录。

中大型城市SUV——全新
索兰托L凭借着超大空间、丰富
配置以及高效的燃油表现，为消
费者演绎全新的都市生活体
验。安全方面，全新索兰托L同
时斩获了世界上最为严苛权威
的两大安全碰撞测试最高安全
评级——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
会的“Top Safety Pick+”和欧
洲 新 车 安 全 评 鉴 协 会 Eu-
ro-NCAP“五星安全”殊荣。

进口起亚：全系车型亮相

4月19日，雷诺携多款重磅
车型震撼亮相上海车展。

在车展现场，全新升级“都
市动感·乐享SUV”——东风雷
诺2017款科雷嘉正式上市，售
价13.98万-20.88万元，新车共
推6款车型，并有全新1.2T涡轮
增压车型，同时对多个车型进行
了10余项配置升级。

值得一提的是，雷诺全球高
端旗舰车型Renault ESPACE
与代表雷诺F1未来愿景的R.
S. 2027 Vision概念车于此次
车展分别进行了中国首秀和全
球首秀。

作为雷诺全球高端旗舰车
型，Renault ESPACE将于今
年下半年正式登陆中国。新车
搭载了专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
的1.8T涡轮增压发动机+7挡
DCT双离合变速器黄金动力组
合，在保证最大动力输出的同时
打造同级最优燃油经济性。

同时，雷诺也带来了 R.
S.2027 Vision 概念车的全球
首秀。该车由雷诺设计团队和
雷诺赛车运动部门共同打造，以
其大胆前卫的设计和领先的科
技，焕发着雷诺品牌的百年魅
力。

雷诺：多款车型亮相上市

斯巴鲁：发布全新平台

□记者 高志强 牛静芳

本报安阳讯 近日，众泰汽
车全新车型——众泰Z560在安
阳正式上市，共推出12款车型，
售价7.58万-11.48万元。

众泰Z560结合国际主流设
计理念，整车外观时尚大气，大
的空间使该车在同价位车型中
占据领先地位。

在配置方面，该车集成了人
性化与舒适性的多功能科技配
置。在安全性上，采用了ABS+
EBD+CBD制动系统、ESC车身
稳定系统、TCS牵引力控制系

统、HAC上坡辅助、BOS刹车
优先系统、EPB电子驻车系统、
TPMS胎压监测装置、LDWS车
道偏离预警系统、转向灯优先系
统等安全装备，同时通过国内
C-NCAP五星安全碰撞认证，
57.6分的碰撞成绩在竞品车型
当中也是处于领先水平的。动
力方面，该车将沿用1.5T发动
机，匹配5速手动变速箱及CVT
自动变速箱。

众泰Z560的推出，不但丰
富了众泰汽车现有的产品体系，
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购车的
选择空间。

众泰Z560安阳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