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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河南裕华星途
体验中心开业仪式暨 TX/
TXL郑州区域新车上市隆重
举行。该中心位于郑州市花
园北路河南汽车贸易中心，隶
属河南裕华江山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主要经营星途汽车品
牌。

星途TX和TXL作为全
球首款搭载百度Apollo小度

车载系统的雄狮系统量产车，
结合客户实际用车需求，实现
了人脸识别、人脸支付、AR实
景导航，近期被汽车之家评为
智能度和智能实现度都最高
的品牌。星途外观及内饰由
前宝马设计大师凯文·莱斯设
计，拥有外观简洁大气、超大
空间、地表最强动力组合、豪
华精致的内饰、百公里时速刹

车距离36.5米等诸多亮点。
开业仪式上，星途汽车北

区营销经理周山松表示，星途
汽车今年将全新上市一款紧
凑型超高性价比SUV，首发一
款7座大型SUV，共有4款产
品与大家见面；未来3年内星
途产品矩阵将包括 SUV、轿
车、MPV、纯电动，满足用户
的各种出行需求。

6月30日，新浪3×3黄
金联赛大区赛郑州站决赛
在朗悦公园茂激情上演，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首发队以
18∶17逆转Super Luck队
夺得冠军，并获得全国总决
赛的入场券。作为赞助商
之一，东风启辰不仅倾情助
力赛事成功举办，旗下全系
车型也现场亮相，借助篮球
IP的影响力和资源优势，持
续深化启辰车型“强健体
魄”的品牌标签。

作为新浪3×3顶级合
作伙伴，为应对持续调整的
中国汽车市场，东风启辰正
利用自身的营销体系力、跨
界整合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推动品牌持续向上。特别

是借势 3×3 黄金联赛平
台，通过菱形营销方法将篮
球 IP 践行落地，可有力提
升启辰品牌的关注度和智
趣形象，进一步丰富启辰年
轻、动感、挑战、拼搏的品牌
基因，拉近与年轻消费者的
情感距离，为新阶段的加速
发展打下更坚实的品牌基
础。

此次3×3黄金联赛的
举办地郑州，也是东风启辰
的主场，这里拥有国际品质
级的标准工厂。从研发、零
部件到整车制造，依托雷
诺-日产-三菱联盟，东风启
辰用高价值、可信赖的汽车
产品，为消费者带来了令人
欣喜的移动生活体验。

6月28日，吉利商用车
品牌吉利·远程首家A级店
——郑州安通新能源店正
式开业。将主要销售吉利·
远程E200、E6、E5三款轻
卡，这三款车得到了多家物
流行业大客户的关注。

吉利商用车是吉利控
股集团的一级子公司，旗下
拥有远程汽车、伦敦电动汽
车等品牌，产品覆盖2.5T~
49T的货车及4.5米~12米
的客车产品。

郑州安通运力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
年，专注于郑州市内同城配
送、全国干线长途运输，服
务京东商城、德邦物流、安
能物流、顺丰速运等客户。

吉利商用车集团销售
总监胡晓炜表示，在郑州
设置经销商，一是考虑到
郑州对城市物流的需求，
二是希望能够借助郑州的
大体量，为吉利商用车之
后在全国铺开建设销售渠
道提供真实可靠的样板和
参考。

7月1日，东风日产于郑
州发动机工厂召开NISSAN-
VC-TURBO核心技术分享
会。全球首款可变压缩比涡
轮增压发动机VC-TURBO
的发明人之一、日产汽车首席
动力总成工程师木贺新一亲
临现场，全面解读了“超变擎”
黑科技——VC-TURBO 及

日产可变压缩比技术的研发
历史、核心优势与极具潜力的
未来。

VC-TURBO 通过可变
压缩比技术，能快速判断驾驶
者需求，调整缸内压缩比，在
8∶1~14∶1之间连续无级切
换。配合涡轮增压技术，在保
证动力输出平稳流畅的同时

将燃油效率提升到极致，不仅
油耗大幅降低，排放物也相应
减少，完全满足国六排放标
准。

VC-TURBO 进入中国
市场以来，以其缸内压缩比可
变的技术特点完美兼顾了高
效节油和澎湃动力而广受消
费者认可，东风日产首款搭载
VC-TURBO发动机的第七
代天籁也成为同级别里动力
表现最好的车型，市场号召力
稳步提升。

据悉，后续“超变擎”将
从现有的 2.0T 连续可变压
缩比延展至 1.5T 乃至更多
排量，以适应不同使用场景
下的消费需求。同时“超变
擎”也将出现在更多东风日
产旗下产品上，实现多车型、
多层次的覆盖。到2022年，
东风日产将引进 4 款搭载
VC-TURBO 的车型，让更
多消费者体验“超变擎”魅
力。

6月30日，风骏7汽油国
六于郑州红土沟越野基地举
行了上市发布暨试驾会，正式
在河南上市。官方建议零售
价8.68万~12.38 万元，即日
起购买长城皮卡全系车型还
可享受金融“1年0息”和置换

“最高 3000元补贴”双重大
礼。

风骏7汽油国六是国内

首款满足国六排放标准的车
型，标配了荣获“中国芯”十佳
发动机称号的由长城自主研
发的GW4C20B发动机。该
发动机最大功率120kW，最
大扭矩330N·m，应用缸内直
喷、DVVT、双流道涡轮增压
等多种先进技术，燃烧效率
高，百公里油耗两驱车型仅
8.6L，四驱车型仅8.9L。

试驾时，大驼峰项目中，
采用博格华纳专业调校匹配
的电控四驱系统的风骏7汽
油国六车型，通过电子旋钮轻
松实现两驱模式切换到低速
四驱模式，使四个车轮均有附
着力，一脚油门冲上驼峰顶，
怎一个“野”字了得。在通过
驼峰路、S形弯路、侧坡等多
种 复 杂 路 况 时 ，其 高 达
212mm的离地间隙为驾乘者
提供了良好的越野保障。

风骏 7 汽油国六标配
ESP、HHC、BA、6安全气囊、
高强度笼型车身、高强度车门
防撞梁等配备，安全性能首屈
一指。

智能互联方面，该车搭载
与科大讯飞共同研发的智能
语音交互系统，用户只需对着
屏幕说“风骏你好+指令”，内
置的语音控制系统即可被唤
醒，实现音乐播放、开关空调、
路线导航、查询天气等诸多实
用功能。

6月27日，大搜车“精
彩-只因你我同行”河南区
域论坛大会在郑州举行。本
次区域论坛由大搜车主办，
河南省汽车行业协会支持，
河南区域近百家经销商集团
高管投资人齐聚一堂，共同
探讨汽车行业发展趋势，如
何推动汽车产业数字文明。

论坛上，大搜车新车新
零售事业部运营中心总经理
胡媛回顾了经销商系统从最
初的DMS管理系统到大搜
车SRP智慧生态平台的发
展历程，并对大搜车“SRP-
超级4S”所打造的汽车行业
生态平台做了详细讲解。

据悉，大搜车超级4S是
一套在传统ERP基础上进行

超级改造升级，专门针对经
销商集团的全新数字平台系
统，拥有ERP属性兼具移动
互联、人工智能、云服务等特
性，而且还接入大搜车SaaS
生态协同作战能力，以及二
手车置换、社会化渠道销售
网络等，能够全面帮助汽车
经销商在运营、管理、销售等
方面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大搜车系统平台有着
近10年汽车行业ERP系统
的专业，又加载了互联网营
销APP及各类商业智能工
具，使得“SRP-超级4S”可
通过一系列的生态平台、系
统、智能工具帮助经销商真
正做到业务提升和管理提
升，用科技赋能经销商。

河南裕华星途体验中心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东风启辰
助力3×3黄金联赛
旗下全系车型惊艳亮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吉利商用车
首家A级店落户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东风日产解密“超变擎”黑科技
告诉你啥叫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8.68万起 风骏7汽油国六河南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介明钢

聚焦汽车产业数字化

大搜车河南区域论坛
在郑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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