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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沃新“掌门”杨嵩详解自家品牌

四驱纯电动SUV BXi7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5月9日晚，宝沃汽车在北
京举办品牌日活动，主题定为

“超级工程院”。2月加盟宝沃
并在5月4日升任宝沃汽车集
团总裁的杨嵩，详细介绍了宝
沃的品牌定位、未来规划。当
晚，中国第一款四驱纯电动
SUV车型BXi7正式上市。

发布会上，杨嵩首先解答
了宝沃的品牌定性问题：“宝沃
是中国资本控股的德国品牌。”
杨嵩表示，宝沃走的是品牌收
购模式，即以较少的投入收购
发展百年的国际品牌，然后以
最大的资本投入团队组建和研
发制造，不仅能够快速打造出
好产品，而且能快速打进国际
市场。

当晚，宝沃纯电动 SUV
BXi7上市，两款车补贴后售价
分别为28.5万元和30.5万元。
杨嵩表示：“纯电动车目前很
多，但四驱的纯电动车不多，特
斯拉出过一款，因此BXi7是全

球第二款、中国第一款四驱纯
电动SUV。对于一款四驱纯电
动车来说，这个价格不算贵。”
据了解，BXi7最大续航里程可
达375km，电池系统进行了诸
多设计优化，更安全也更稳定。

对于新能源车的发展态
势，杨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给
宝沃汽车的定位是，以燃油车
为本，绝不鼓吹新能源，亦不固

守传统能源。
目前宝沃汽车有2300多

名顶级工程师人才，他们来自
12个国家、16个汽车品牌。在
斯图加特、北京、硅谷三地，宝
沃建立了研发中心。此外，宝
沃北京工厂被评为“中德智造
示范工厂”，而宝沃来自全球的
供应链，也为造出好车打下了
良好基础。

新能源城市物流车——
开瑞优优EV、优劲EV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李哲

5月11日，开瑞优优EV、
优劲EV上市发布会在郑州登
封 举 行 。 优 优 EV 共 推 出
34kWh（三 元 锂 电 池）和
40kWh（磷酸铁锂蓄电池）两
个车型，售价分别为14.88万元
和17.1万元，补贴后售价均为
8.08万元；优劲EV售价为17.1
万元，并包含了40kWh（栏板）
和40kWh（箱货）两款车型，补

贴后售价分别为 8.08 万元和
8.58万元。

优优EV、优劲EV均配备
了 185/65R15LT 规格的大尺
寸轮胎、双炮筒仪表盘、LED货
厢照明灯、货厢后视窗、铝制货
仓防滑地板、助力转向EPS等
细节设计，两款新车将座椅的
翻折角度也增加至了118度。
此外，新车还采用了旋钮式换
挡。

优劲 EV 长宽高分别为
4910mm、1600mm、2385mm，

拥有 3050mm 的超长轴距及
6500L的超大载货空间，额定
载重达 890kg。而开瑞优优
EV则采用封闭式车厢设计，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430mm、
1626mm、1940mm，轴 距 达
2800mm，并且拥有同级最高
920kg 的 额 定 载 重 量 以 及
4.7立方米的载货容积。

另外，优优EV、优劲EV
的工况续航里程分别达到了
260km和228km，比同级车型
提升了12%。

WEY P8郑州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5月 12日，由河南瑞源和
河南瑞霖举办的WEY品牌麾
下 第 一 款 新 能 源 产 品——
WEY P8郑州区域上市会在中
原福塔前广场举行，该车补贴
后售价25.98万~27.98万元。

作为中国首款插电式混动
豪华SUV，WEY P8基于全新

WEY Pi4混动平台打造，定位
为中型SUV，搭载一台2.0T直
喷发动机和一个后轴驱动电机
组成的插电式混动四驱动力总
成，最大功率250千瓦，峰值扭
矩524牛·米。

外观方面，新车造型与
WEY VV7基本一致，但采用
了一个巨大尺寸的前格栅，并
在前翼子板处设置了充电口，
以突显其插电混动车型的特殊

身份。车尾保留了双边共四出
的排气设计，运动气息有所加
强。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
别 为 4760mm、 1931mm、
1655mm，轴距 2950mm。采
用前麦弗逊、后E型多连杆悬
架设计。官方纯电续航里程为
50km，最 大 续 航 里 程 为
660km，综合工况百公里油耗
为2.3L，新能源核心零部件享8
年或15万公里原厂质保。

9.88万元起 奇瑞瑞虎8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5月 13日，奇瑞汽车携瑞
虎家族新一代旗舰SUV瑞虎
8，在郑州正式上市，售价9.88
万~14.28万元。瑞虎8以领先
时代的智能互联科技展现了奇
瑞智能化研发成果。

据了解，瑞虎8搭载了奇瑞
汽车最新的“雄狮智云”系统，
在智能科技方面，支持自定义

语音唤醒及指令，可实现打开
空调、天窗，识别32种方言，能
满足全国大多数地区用户使用
习惯。

此外，车主通过手机，可实
现远程车辆启动、控制、矩阵式
电子围栏、定位、诊断、授权等
功能。在手机端APP智云互联
程序中，瑞虎8突破性地支持指
纹识别、人脸识别认证代替之
前的数字密码进行认证。

瑞虎8还率先实现了智能

家居与车互联的功能，用户可
通过身旁的智能音箱语音控制
车辆相应功能，实现更和谐、更
便捷的移动生活用车体验。

“雄狮智云”是奇瑞汽车智
能化转型战略“奇瑞雄狮”的核
心业务之一。“奇瑞雄狮”旗下
有雄狮智驾、雄狮智云、雄狮智
造、雄狮智赢和雄狮智行五大
业务平台，涵盖了奇瑞汽车在
研发、制造、营销和服务等全生
命周期的数字化、智能化布局。

感受探界者的“钢筋铁骨”
悬空拉动长达15节火车车厢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一台SUV的车身，是否可
以在蒸汽火车头1500马力的牵
引下悬空拉动长达15节、重达
1340吨的车厢？5月15日，在
中国铁路历史的见证者——调
兵山蒸汽机车博物馆现场，雪佛
兰探界者用“钢筋铁骨”般的五
星级安全车身实力，让参与试驾
的嘉宾见证了其强悍的车身刚
度，领略探界者稳健畅快的驾驶
体验，感受雪佛兰全球实力中级
SUV“高人一档”的综合实力。

基于通用汽车全球最新一
代中级 SUV平台打造的探界
者，凝结了雪佛兰在SUV领域
的超强科技与智慧，传承了雪佛
兰SUV的顶级安全标准。探界
者运用了强度和韧性结合很好
的高强度钢，高强度钢与超高强
度钢比例高达82%，这才构建

出如此坚固的“安全笼”式车身，
在车身关键部位还大量采用非
常坚固的PHS热成型钢。与此
同时，探界者采用了等离子钎
焊、激光钎焊、ARPLAS等诸多
先进技术，打造出满足全球五星
安全碰撞标准的强悍车身，使其
能悬空拉动14节火车车厢和一
台反向制动的火车头。经测算，
从静止到拉动，探界者瞬间承受
的拉力至少是自重的14倍。

动力性能方面，探界者配备
了领先同级的2.0T+9AT动力
组合和1.5T+6AT驱动系统，带
来更为平顺出色的驾驶感受。
事实上，自探界者上市以来，其
扎实的产品实力就深受市场认
可。尤其是去年雪佛兰最美中
国行活动1.3万余公里的行程
中，探界者经历了突发泥石流、
暴雨甚至暴风雪等极端路况和
天气的考验，见证了强者真实
力。

北京（BJ）20探索之旅
畅享大美中原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5月11日，“都市即天涯—
北京（BJ）20探索之旅”河南站
火热进行，让消费者畅享有着
28项配置与品质升级的2018
款北京（BJ）20带来的放松身
体、放飞心灵、倾听自我的都市
新生活。

新增的车载WiFi网络稳定
而快速，让驾乘者一路畅享互联
生活；电动座椅可以随时调节角
度，让旅途变得轻松；通过语音
控制系统调节空调、拨打电话、
播放音乐等，非常方便。百余公

里的路程，在深度体验北京
（BJ）20“全能·型”产品力的同
时，也体验着经典与潮流、都市
与天涯的交流碰撞。2018款北
京（BJ）20在 3月底焕新上市，
原有售价不变，进行了12项配
置升级和16项品质优化，成为
十万级SUV市场的焦点。北京
（BJ）20还推出“春风十里不如
BJ20 好礼”的促销活动——5
月15日前购买北京（BJ）20全
系车型，即可享受1个转介绍奖
励（4次免费保养）、2000元踏春
油补、3年免息贷款和4000元
置换补贴的超值大礼。

上汽大通G10、D90成为
国际摄影艺术节指定用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5月10日，“第17届国际摄
影艺术节指定接待用车交车仪
式”在郑州升达艺术馆举行。上
汽大通全领域MPVG10、全新
智能SUVD90，以高端商务形象

与出色的产品实力被国际摄影
艺术节组委会选为指定接待用
车。

作为上汽集团的全新MPV
力作，上汽大通G10曾多次服
务于G20、APEC、青奥会、上合
组织会议等活动，还曾连续三年
成为两会媒体报道用车。外形
上，G10独有的“胜利之翼”尽显
高端商务气质，天幕式全景天窗
使车内宾客尽享美景；空间上，
具有航空级豪华感受，“黄金第
二排”VIP座椅为全真皮包覆的
十向至尊头等舱行政座椅；双侧
电动滑移门、智能感应尾门，无
不透露出中国高端商务车品质。

全智能SUVD90，外观设计
简单大气，富有韵律感的线条让
人眼前一亮。新一代ADAS智
能辅助自动驾驶系统、斑马智能
互联系统，带来全新的驾驶体
验。感应电动尾门、全地形智能
适时四驱、八种定制座椅布局、
寰宇式全景天窗及三区独立恒
温自动空调等，处处彰显着对智
能舒适的极致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