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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捷途 X95
下线仪式在奇瑞控股集团
河南工厂隆重举行。河南
相关政府领导、部分全球一
流供应商伙伴及全国媒体
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捷途
产品序列又一品质力作的
诞生。

作为捷途推出的全新
中大型SUV，捷途X95拥
有4875×1925×1745mm
的越级车身尺寸及超长的
2855mm轴距。自今年上
海车展首度亮相以来，捷途
X95便凭借高大悦享、劲能

质享、智慧舒享、控驭安享
四大核心亮点，备受用户瞩
目。此次捷途 X95 的下
线，再一次诠释了捷途在精
准匹配用户需求、产品迭代
开发方面的“捷途速度”。

此次负责生产捷途
X95的奇瑞控股集团河南
工厂，是一座具有智能工
厂、定制工厂、绿色工厂三
大属性以及自动化、信息
化、智能化、定制化、柔性
化、模块化、绿色化七大特
色的现代化智能工厂，其生
产工艺的先进性及智能化

水平可媲美主流合资品牌。
奇瑞控股·JETOUR

捷途营销中心总经理李学
用表示，对于捷途而言，捷
途X95的下线是一个全新
的起点，2019年，捷途将继
续精耕“旅行+”细分市场，
通过满足不同客户出行需
求的“旅行+”产品、全过程
愉悦客户的“旅行+”体验、
基于大数据助力精准营销
的“旅行+”云平台以及三
级权益打造的捷途客户“旅
行+”生态系统，打造鲜明
的捷途标签。

6 月 22 日~23 日，雪
佛兰中西部操控王驾训营
在郑州举行，为广大汽车
爱好者带来兼具运动性能
和操控乐趣的王者体验。
连续两天的驾训体验实地
教学，助力参赛者秒变操
控王。

此次雪佛兰品牌特邀
专业赛车教练，手把手对
参赛者进行赛事讲解及

培训。车界资深媒体大
咖现场解说，以专业媒体
评 测 视 角 分 享 试 驾 心
得。而高速转弯、紧急变
道、S弯、U形弯等复杂赛
道，让科鲁泽和全新迈锐
宝XL的动力特点得以充
分发挥。

科鲁泽得益于 1.3T
三缸发动机的“单缸最
优”研发理念，做到了“跑

得快，吃得少”，加上运动
化的底盘调校和业内领先
的发动机智能科技，带来
了优越的操控性能。而全
新迈锐宝 XL 则凭借更强
劲的性能、更先进的互联
科技、更丰富的安全舒适
配置，以史上最强产品实
力为追求赛道刺激的选手
平添了一层舒适感和驾享
乐趣。

专业教练指导 参赛者秒变操控王
雪佛兰中西部操控王驾训营郑州站收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6 月 20 日，河南福田
智蓝新能源汽车生产项目
正式动工，为河南省积极
践行新能源发展战略、拉
动产业转型升级再添助
力。

据悉，河南福田智蓝
新能源汽车生产项目于
2018年 9月规划落地，定
位于打造国内先进、高端
的新能源中轻卡生产基
地，项目总投资 16.1 亿
元，规划生产纯电动、氢燃
料新能源中轻卡产品，项
目建成后预计产能 4 万
辆/年。此外，作为河南福

田智蓝生产基地的重要选
址，商丘位于河南、山东、
安徽三省交界，此次联手
福田汽车，对于加速调整
产业结构布局，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促进带动中部
地区就业增长和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开工仪式现场，商丘
市委副书记陈向平表示，
福田智蓝新能源汽车生产
项目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
求的重点项目，项目开工
建设对该市加快调整产业
结构布局、打造装备制造
业新城、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也将带动行业实现
新发展，充分利用好国家
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
立足当地政府资源，推进
我国新能源产业战略部署
进一步发展落实。

福田智蓝新能源品牌
将秉承科技创新、专业可
靠、绿色环保的理念，将全
面满足电商物流、冷链配
送、专用车等多领域多场
景、全生命周期服务等新能
源物流车需求，成为高度智
能互联的新能源物流车专
家。

商丘新能源项目再落一子

河南福田智蓝新能源工厂正式动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6 月 22 日，2019 领克
03驾控营挑战赛郑州站开
启。来自河南各地的“挑
战者”在专业车手的指导
下 ，充 分 体 验 领 克
031.5TD 和领克 032.0TD
两款不同动力组合所带来
的极致驾控魅力，切身感
受领克品牌所构建的汽车
运动文化理念。

本次驾控营通过独特
设计的“03”赛道，将赛事
竞技与驾驶乐趣完美结合，
该赛道也将成为领克汽车
运动深入用户群体的独特
印记。同时引入晋级、淘
汰、复活机制，领克希望通

过驾控营项目，发现并培养
优秀车手，为中国汽车运动
文化培养未来的世界冠军。
除此之外，领克还将在宁波
开设领克汽车运动体验中
心，让用户深度感受汽车运
动文化。随着年轻用户群体
崛起，对于动力与速度驾控
的追求正成为汽车消费潮
流。基于此，领克汽车在秉
承性能进阶计划的同时，实
行“双机战略”，为用户构建
一套领克 03 驾控体系，在
Drive-E 系 列 1.5TD 基 础
上，进一步强化2.0TD车型
产品布局，为广大消费者带
来多样化购车选择。

6月26日上午，2019年
中国（郑州）国际汽车后市场
博览会（CIAAF）新闻发布
会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宣 告 2019 CIAAF/
ACTF郑州展盛大启幕。

CIAAF郑州展已经成
功举办十四届，是目前中部
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后市场
展会，也是国内卓越的汽车
后市场服务平台。作为

“CIAAF郑州展”的重要补
充，首届郑州国际汽车养护
及改装博览会（ACTF）成为
本次展会最大亮点。

据悉，2019 CIAAF郑
州展顺应汽车后市场产业细
分发展趋势，在原有内饰、美

容护理、膜类、改装、户外用
品、汽车电子、汽车服务、汽
保汽修八大主题展区基础
上，新增精品和机械设备两
个独立展，将给专业观众提
供更加全面多元的采购选
择。

为了吸引客户，CIAAF
郑州展依托“买家招募万里
行”活动，提前9个月在全国
32个省份70个城市各大汽
车用品市场设立联络点，组
织高质量经销商采购团与展
商对接业务，覆盖汽车内饰、
汽车电子、膜类、汽车美容、
养护、改装、维修、自驾户外
用品等汽车后市场各条产业
链。

6月23日，“几何汽车多
维探访之旅@酒祖杜康”活
动在郑州发车。吉利高端纯
电品牌几何汽车旗下首款车
型——几何A，载着媒体和
客户代表开往洛阳，与传承
5000年酿酒文化的杜康酒
业进行了一次古与今的邂
逅。

经过一路乘坐，参与者
都对几何A的出色性能和
出众颜值有了深刻印象。
一名男客户告诉记者，几何
A极具驾驶乐趣，续航里程

也比同级别多很多，且配置
丰富，尤其是 L2plus 的驾
驶辅助、限速识别、车道保
持与变道辅助、智能领航跟
车等智能安全配置，都是他
的大爱。而一名女客户对
几何A的评价则极为简单
粗暴，只有四个字：“好看！
好开！”

本次活动中，几何汽车
还与杜康控股进行了大客户
购车签约仪式，来自两大企
业的跨届合作，必将实现互
惠共赢。

以智造致敬质造，捷途X95正式下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领克03
驾控营挑战赛郑州站开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中部规模最大的汽车后市场展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人生“几何”问寻杜康
几何汽车走进杜康酒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2019CIAAF郑州展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