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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途睿欧商务舱郑州登场

在新歌声的舞台上，草根歌手越来越少，音乐学院学
生、乐队主唱、驻唱歌手成为主流，因为他们更专业。在汽车市
场，要想成为某一类车型的旗手，专业也是必须的。源于日产
84年皮卡制造技术和优秀品质基因，以及郑州日产24年高端
皮卡合资制造经验，再加上可与同级SUV比肩的驾控舒适体
验，纳瓦拉有信心也有能力，擎起皮卡的大旗，冲！

点评：

在舞台上，歌手们用声音把
大家带入不同的音乐世界，释放不
同的快乐体验。汽车，正在成为现
代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良好
的驾乘体验，才是打动他们的根
本。8月中旬，在一周的时间内，
本报汽车事业部的几位记者，先后
对纳瓦拉进行了深度试驾，大家对
纳瓦拉的总体评价是，宜商宜家，
完全刷新了大家以往对皮卡的印
象，年轻人感受到的是酷、爽，老司
机感受到的是实用、舒适。

从 外 观 上 看 ，纳 瓦 拉
5263 mm的车身长度，足够霸气，
日产家族式V-motion的前脸设
计，配上大面积镀铬进气格栅，加
上富有肌肉感的侧腰线，硬派又不
失时尚。坐进车内，你会发现纳瓦
拉的内饰相当精致，皮革、细腻的
缝线、柔软的触感、更有层次和立
体感的仪表台设计等等，看起来时
尚且高档。配备8向电动调节的
真皮座椅可以提供良好的腰部支
撑，图书馆级NVH静谧空间，让长
时间驾乘也会感觉安逸舒适。

开着纳瓦拉上路，无论是在

郑东新区CBD，还是坑坑洼洼的
郊区道路，纳瓦拉都能轻松应对，
超车、提速毫不逊色于同级别的
SUV。这得益于纳瓦纳的动力
组合，日产QR25汽油发动机，搭
配原装进口Jatco（加特可）7AT
变速箱，带来了平顺强劲动力，也
让油耗大大降低。在郊区复杂路
面，纳瓦纳的优势就更加明显，前
双叉臂+稳定杆前悬和钢板弹簧
整体后桥，并且还具有功能强大
的四驱系统，31°接近角，26°
离去角，可以应付各种复杂地
形。我们把它开上了黄河滩地，
发现在松软的沙土地里，纳瓦拉
依然能够顺利脱困。

在深度试驾过后，大家的感
受是：纳瓦拉作为国内首款多用
途高端皮卡，可用于日常出行、载
物，可用于休闲度假、越野探险，
也可用于各种行业户外工作。重
要的是，纳瓦拉 13.98 万元到
18.78万元价格，真的很厚道，让
多数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才能开
得爽，才能打造多彩的皮卡生活
场景，让中国车市更多元。

新歌声百花齐放，车市亦需新力量——

纳瓦拉：擎起皮卡的大旗，冲！
□记者 赵丰玉

核心提示 | 中国新歌
声，第二季初选结束，进入激
烈的淘汰赛阶段。这一季，
身边不少朋友认为比较好
看，导师实力强，选手唱得
好，唱法百花齐放，说唱、摇
滚、爵士等有多个歌手入围。

中国车市，也是一个舞
台，在轿车扮演主角多年之
后，SUV 近来大行其道。
业内预测，随着年轻一代走
上舞台中央，加上政策的变
化，MPV、皮卡等车型将迎
来发展的春天。今年6月，
郑州日产推出高端大皮
卡——纳瓦拉，凭借强大专
业的造车实力和良好的驾
乘体验，纳瓦拉意图擎起皮
卡的大旗，冲进市场，为皮
卡打开一片天地。

从新歌声初选阶段，我们
可以看出，90后年轻人正在主
导音乐的走向，他们对音乐的
展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在音乐
的路上玩得越来越嗨。重要
的是，广大观众对各种形式的
音乐，也都能接受甚至享受。
年轻一代长大，需要多样化的
音乐，也需要多样化的汽车。
皮卡，全球市场一种重要的车
型分类，在中国迎来发展契
机。

据了解，2016年全球皮卡
销售580多万辆，在美国皮卡
占比达13%，在泰国占比则超

过50%，中国市场 2016年皮
卡销量不到32万辆，仅占汽车
总销量的1.14%。

皮卡在中国销量不大，一
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多数地方对
于皮卡进城的限制。2016年
初，相关部门在河南、河北、辽
宁、云南等省，开展放宽皮卡车
进城限制的试点，2016年底，
湖北、新疆也列入试点。

郑州日产，正是看到了这
种消费趋势和政策放开带来的
商机，果断出手，推出高端大皮
卡——纳瓦拉，在市场上占得
先机。

抢占先机
年轻一代长大，市场需要皮卡

宜商宜家
深度试驾展现全新生活场景

□记者 祁驿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公司的二期工厂（以下
简称“二工厂”）于今年5月正
式落成开工，投产可实现30
万辆的产能需求，计划在今年
第四季度正式上市的全新绅
宝D50成为该工厂生产的首
款车型。至此，北汽株洲基地

的总产能将扩充至50万辆。
作为面向“中国制造

2025”战略，按智能制造标
准全新建设的一座具有“智
能、透明、互联、绿色”属性的
整车制造工厂，二工厂全面
对标奔驰技术及理念，采用
高自动化、多车型柔性化生
产线，可满足未来市场汽车
大规模、个性化定制需求。

“对标奔驰，不仅仅是工
艺的对标，更是造车理念、标
准、制造工艺的全面对标。
最主要的方面是造车的质
量，包括从车辆设计到制造
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项标准
的对标。”北京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袁兆才说。

二工厂大量运用数字化
工厂、大数据、云计算、互联

网+和工业以太网等技术，初
步构建C2B交互平台，制定
个性化营销方案，消费者可
直接了解从下单到提车全部
环节的产品状态。

北京汽车2.0时代首款
车型——全新绅宝D50将在
这里生产，其定位A级主流
轿车市场，将于11月份正式
上市。

□记者 解元利

日前，海马汽车与联想
集团在海马汽车有限公司制
造中心总装车间展区签署大
数据项目战略合作协议，这
标志着双方今后将依托各自
行业及技术领域优势，共同
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
在汽车行业的深度融合与应
用，让数据智能进一步推动

工业转型与升级。
面对“中国制造2025”

“互联网+”等新形势新业
态，海马汽车提出了以”活
力·智能”为核心的发展思
路，在大数据、工业智能等领
域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建
立协同创新机制，积极培养
创新人才，奖励创新成果。
此次与联想集团的战略合
作，正是海马汽车实现转型

升级的重大举措。
“海马汽车与联想集团

在大数据领域的战略合作是
双方优势互补、发展共赢之
举，双方将展开有效的‘三
化’发展行动。”海马汽车总
经理孙忠春表示，对海马汽
车而言，智能制造和工业大
数据的结合，重要意义体现
在“智能化、预测化、融合化”
三个契合点和着力点，要实

现对用户汽车消费全生命周
期的覆盖。

此次联想集团与海马汽
车的合作是互联网思维在传
统汽车制造领域的一次大胆
尝试和应用，共同推动大数
据技术在汽车行业的深度融
合与深度应用，以数据智能
为引擎，为加速汽车行业“数
据驱动智能制造”的新征程
注入强劲动力。

□记者 刘婷婷

8月 20日，欧系大7座
MPV福特途睿欧商务舱在
郑州区域正式上市，售价为
26.58万元。

新车在自动挡车型的基
础上，重点对内部设施和配
置进行了智能化、人性化的

升级。自动右侧电滑动门、镀
铬脚踏、真皮包裹物及车内木
质地板，提升了车内环境和档
次感；17英寸的顶置折叠显示
屏、集中控制总成、手机同屏
功能的华为盒子等，优化了驾
驶及乘坐体验。

途睿欧商务舱搭载福特
EcoBoost2.0T发动机，匹配

全进口福特6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结合大 7 座设计理
念，配备的1360L超大行李
厢令出行更加舒适。同时有
RAS后空气悬挂系统，配备
同级领先的HAC坡道辅助
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途睿欧
近期推出了全国免费试驾车

活动，只要消费者符合报名
条件，便可通过福特途睿欧
官方微信平台参与活动，幸
运客户可享受免费送车上门
的试驾体验服务。此外，还
有“‘零’驾大7座24期0利
率”金融购车政策，消费者购
买任意版本立即畅享两年免
息贷款。

□记者 解元利

8月18日，由郑州慈善总会、郑州日产联合
举办的“心中有梦 一路同行”2017年度牵手工
程——“成才圆梦”助学活动在郑州日产研发中
心报告厅举行，186名贫困大学新生接受了郑州
日产捐助的每人5000元助学金。据了解，郑州
日产牵手工程公益项目自2010年启动以来，共
帮助大学生、小学生、孤残儿童近2万人。

活动现场，每位受助学子都收到了一封特殊
的信函，里面装满了郑州日产员工、全国各地网
友对他们的深情寄语和祝福。现场开设的微信
互动交流平台，则为参与活动的媒体和社会爱心
人士提供了传递温暖、分享交流的机会。活动当
天，郑州日产还组织受助学生前往中牟工厂参观
实践，并为即将步入大学校门的孩子们开展“青
春修炼手册”的入学讲座。

8年时间，郑州日产无论是经营良好，还是遇
到暂时的困境，都从未间断对“牵手工程”的资金注
入。自2016年起，随着“中国皮卡村”项目的实施，
郑州日产“牵手工程”公益项目充分利用已有渠道
和资源，陆续走
进“皮卡村”，面
向教育意识和
水平薄弱的村
寨小学实施快
乐成长计划，开
展针对性帮扶，
捐赠“阳光书
屋”和各类文体
教学设施，助力
小学生们快乐
茁壮成长。

产能50万辆——

北汽株洲二工厂对标奔驰

海马汽车与联想达成战略合作

郑州日产
启动2017年
“牵手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