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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晚，以“实力体
验 梦·创未来”为主题，雪佛
兰在合肥一4S店办了一场
与众不同的品牌之夜活动。
除了7座中大型旗舰SUV雪
佛兰开拓者和首款纯电城际
轿跑畅巡首发亮相外，还有
传奇赛车手、红粉笔志愿者
以及销售、维修、保安等基层
员工现身说法，生动展示雪
佛兰服务体验、品牌文化与

智能科技方面的全球新实
力。

作为雪佛兰7座中大型
旗舰SUV，开拓者以同级领
先的7座宽适空间、强悍高
效的性能表现、丰富实用的
先进科技配置，充分彰显纯
正美式SUV实力。开拓者
将提供霸气的RS系列和时
尚的Redline 尚·红系列双
版本车型，进一步满足中国

消费者多样化的个性用车需
求。

作为雪佛兰首款纯电动
车，畅巡的定位是城际轿
跑。该车完全采取正向开
发，采用源自雪佛兰FNR-X
概念车的运动轿跑造型，在
外观上展现出强烈的科技运
动风格，其搭载的最新一代
MyLink+智联系统可提供
虚拟钥匙、远程操控、智能语
音识别等功能，同时，畅巡还
拥有410公里的超长续航里
程，电驱系统稳定可靠。

此外，在当晚的品牌之
夜活动上，科尔维特传奇车
手Johnny分享与雪佛兰品
牌的故事、DISCOVERY探
索频道 Joel Lambert 分享
野外生存技能、红粉笔志愿
者现场讲课，还有雪佛兰多
种岗位的基层员工现身，生
动演绎什么是品牌软实力。

11月8日，梅赛德斯－
奔驰首款纯电动车型——
EQC正式上市，推出2款车
型，售价57.98万～62.28万
元。购买全新 EQC 纯电
SUV的客户还可享受购置
税全部减免，并在购车时额
外享受到1.6万元的国家新
能源补贴。

发布会上，奔驰精心打

造的“EQ未来花园”，让大家
近距离了解到EQC车辆产
品结构和技术亮点，从“看得
见的豪华”“看不见的豪华”

“体验得到的豪华”三个维度
全方位感受全新EQC纯电
SUV带来的豪华体验。

在发布会上，梅赛德
斯－奔驰北京奔驰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杨铭表示：“中国是全球最大
的新能源车市场，而全新
EQC纯电 SUV作为EQ品
牌旗下首款量产纯电车型，
拥有先锋豪华的设计理念，
并带来卓越的安全驾乘和豪
华品质，以及贴心周到的全
方位充电和售后服务为客户
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

汇集了梅赛德斯-奔驰
在电力驱动领域的前沿科技
成果，从研发、测试到生产均
严格执行三叉星徽全球统一
制造标准，五“星”充电服务、
便捷的线下新零售体验模式
……全新EQC纯电SUV将
豪华与电动完美结合，重新
定义了电动豪华出行。EQC
的上市只是梅赛德斯-奔驰
加速电动化战略实施的开
始。未来几年，其还将陆续
推出10款纯电动车型。

11月9日，“爵对玩+”全新
一代名爵ZS试驾会来到郑州，
其在外观造型、内饰配置、动力
性能、智能安全等方面领先同
级，可以说是“全能选手”。此
次试驾，记者驾驶着全新一代
名爵ZS的顶配车型260TGI自
动Trophy Pro L2+，体验了
场地试驾、加速挑战，还有后备
厢集市、X Racing表演，可谓

“玩点”和“看点”十足。
动力方面，全新一代名爵

ZS搭载260TGI发动机+爱信
6AT变速箱，最大升功率125
马力，最大功率163马力，最
大扭矩230牛·米，动力输出

强劲。而且爱信6AT变速箱
背后的技术成熟度、表现出的
平顺性在业内也是有口皆碑，
大大提升了行驶品质。此外，
新车实测零到百公里加速仅
需8.51秒，百公里刹停距离仅
36.9米。

全新一代名爵ZS搭载了
与博世合作的L2+自动驾驶辅
助系统（MG PILOT L2+），
拥有 TJA 交通拥堵辅助和
ICA集成式高速智能巡航功
能，可实现全速段自适应巡
航。这两项配置可以说是这套
系统的点睛之笔，它能够帮助
驾驶者精准识别跟车车辆。

11月 11日至 12日，“福
田奥铃&福康杯”2019中国轻
卡勒芒大师赛全国总决赛暨
中国智慧物流高峰论坛在郑
州举行。

本次总决赛的参赛选手
来自之前分站赛的38个冠军
赛手，他们之间进行终极对
决，选出轻卡行业真正的王
者。总决赛不仅选择了顶尖
赛场、顶尖赛手，还规划了顶
尖的赛制，尤其是实况挑战
赛，共规划了城际绿通、城市
配送、冷链运输、活鲜水产四
个项目。在这场巅峰对决中，
最终云速快递、正和物流、上
海聚邦物流战队获得了团队
冠军；来自安驰顺达集团有限

公司的玄洪伟获得了个人冠
军，赢得了一台奥铃轻卡。

福田汽车集团市场战略
总监、奥铃事业部总裁李杰介
绍说，众所周知，河南地处中
原，在全国交通和物流布局中
居于重要地位，承担着东西经
济互补、南北资源流通的重要
使命。同时，河南作为全国重
要的农业大省及农副产品加
工基地，无论冷链、绿通还是
快递快运都有着巨大发展潜
力。基于此，奥铃此次在郑州
上市了奥铃大黄蜂玉柴6缸
版，这款新车除了玉柴六缸
外，还可匹配全球领先的福康
4.5 和国内成熟领先的云内
D45两款经典发动机。

截至10月底，上汽荣威
i5累计销量已超过20万辆，
成为上市首年销量最高的中
国品牌轿车。那么上汽荣威
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带着
这个疑问，记者近日走访了上
汽郑州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

郑州智能制造数字化工
厂可谓品控标准最严的中国
汽车工厂，传承了上汽“精益
化、标准化、柔性化、模块化、
高质量标准体系”的制造体
系。并将信息技术与智能装
备融合，通过“制造+物联

网”的创新模式打造“数字化
工厂”，以设备自动化、物流
精准化、过程透明化、决策数
据化的“上乘制造”打造“上
乘品质”。郑州工厂包含了
冲压、车身、油漆、总装四大
工艺车间组成的实物流，背
后还存在一条隐形的数据信
息流。产品生产制造过程的
数 据 信 息 流 ，通 过 ERP、
iMES、iLink、工控等多套信
息系统间的实时交互形成，
能够打通计划、执行、采集和
控制各个环节，建立覆盖产

品制造全生命周期的闭环数
据链路，实现企业上下游数
据互联互通。

郑州智能制造数字化工
厂还设有动态评审基地，采
用源自德国的Audit汽车质
量管理方法（产品审核），从
客户角度对产品进行独立评
估，提升产品质量和客户满
意度。出厂前，每辆报交合
格的下线整车还要在基地经
过动态路试，对动力、舒适和
安全性能进行全面检测，保
证稳定可靠的高品质。

品牌之夜两款新车首发——

雪佛兰展示全球新实力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奔驰首款纯电SUV车型EQC上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爵对玩+”来到郑州

试驾全新一代名爵ZS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奥铃2019中国轻卡勒芒大师赛全国总决赛收官

全国轻卡赛手 郑州巅峰对决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上市首年即成销量王的荣威i5如何诞生

探秘上汽郑州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UP在英文里是向上的意
思，而在吉利帝豪的词典里，
却是一种拼搏精神。11月10
日，由吉利汽车与时尚集团联
合举办的“吉利帝豪向上马拉
松2019中国公开赛”登陆郑州
千玺广场。“向上马拉松”自
2015年第一届成功举办之后，
每两年一届，到今年已是第三
届，其间先后征服上海环球金
融中心、北京国贸大酒店等14
座“城市之巅”，累计攀登高度
达232万米、征服了1450.5万
级台阶，成为了一项传递积极
向上正能量的全民运动。

此次郑州站，来自全国各
地的500多位马拉松爱好者、
吉利车主、合作伙伴、媒体朋

友等组成数十个向上跑团，竞
速攀登280米高、58层、1452
个台阶的千玺广场。最终，河
南华星2队组、郑州越野组、
没有名字组三个跑友团分别
获得团队赛的冠亚季军，刘勤
华和张辉骥分别以7分57秒
和9分36秒的成绩成为男子
组冠军和女子组冠军。

“只为向上”，不仅是向上
马拉松一直倡导的“勇攀高
峰、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运
动精神，也是吉利帝豪十年来
从单一款轿车壮大为“冠军家
族”的真实写照。向上精神，
更是中国汽车品牌在经历了
高速度增长之后，应对如今车
市寒冬压力的核心力量。

有一种精神，叫做UP精神

吉利帝豪向上马拉松
中国公开赛登陆郑州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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