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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151台整车亮相 26台新车首发

上海车展劲刮“东风”
本报讯 （记者李金友）19日，2017
第十七届上海国际汽车展览会开幕，
东风汽车公司携旗下东风风神、 东风日
产、神龙汽车、东风本田、东风雷诺、东风
英菲尼迪、东风裕隆、东风启辰等13家
整车企业参展。 151台整车参展，其中
首发车型26台，还有10台新能源车型，
在上海车展上刮起强劲的“东风”。
此次上海车展， 东风公司参展主
题是“让汽车驱动梦想”，参展面积达
17400㎡，展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新
能源汽车以及关键动力总成等， 展现
了东风公司在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
互联网智能汽车等领域的技术成果。
据悉，在151台参展车型中，东风
自主车型占比超过1/3， 其中8台自主
乘用车首发、5台自 主 新能 源汽 车 亮
相， 东风再次以实际行动彰显雄厚的
技术研发实力。 东风公司此次展出的5
款新能源车中，有三款是首次亮相，它
们 是 东 风 风 神 E70、 东 风 风 神
AX5-EV和东风风行菱智M5-EV。
在上海车展上， 东风乘用车的战
—东风风神AX4全球首发，
略车型——

纳智捷发布
SUV产品战略
本报讯 （记者李金友）4月19
日，上海车展开幕首日，东风裕隆
纳智捷发布“2017年SUV系列产
品战略”，并宣布旗下纳智捷·全新
优6正式上市。 此次上市的纳智
捷· 全新优6换装源于PSA的涡轮
增压发动机， 提供1.6T/1.8T两种
动力版本的车型，七款车型的售价
区间为12.98万—15.98万元。
此次纳智捷·全新优6改款，实
现了“动、智、美”全面提升，今年还
将首次挑战CCPC中 国量 产 车性
能大赛。 全新优6所新增搭载的
1.6T涡轮增压发动机无疑是最大
亮点，其源自于PSA与宝马共同开
发的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引擎，曾连
续8年获得“国际年度发动机大
奖”， 在6速AISIN变速箱的配合
下，兼顾高性能与低油耗。

长安欧尚A800
全球首发
本报讯 （记者李金友）4月19日，
长安欧尚品牌全新战略车型——
—长安
欧尚A800于上海车展全球首发。
长安欧尚A800流线型的外观
线条，从侧面看去就像一只“合拢的
贝”，鹰眼式前大灯，眼神坚韧，车身
的黄金风格比例腰线， 车尾的魅惑
尾灯等独特的设计美学语言， 都穿
插在简洁的线条、夸张的细节之中，
极具美感。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
只能乘坐五人的轿车或SUV在空间
上变得捉襟见肘，已经不能满足“大
家庭”用车需求，空间更大、乘坐更
舒适的7座MPV更契合用车之选。
长安欧尚品牌依托长安汽车全球研
发体系， 集意大利都灵设计中心最
时尚的设计语言， 日本横滨内饰研
发中心轻奢的内饰设计、 英国伯明
翰动力研发中心最强动力组合和美
国底特律研发中心最扎实的底盘设
计等顶尖全球智慧， 精心打造了长
安欧尚A800。

标志着东风风神正式进入到产品3.0时
代。 作为一款造型犀利而前卫的小型
都市SUV， 东风风神AX4专为年轻的
泛90后而来，采用全新设计语言，搭载

全新车载智能互联系统。 这款产品将
刷新外界对风神设计的认识， 助力风
神获得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实现品牌
的进一步丰富化和多元化。

日产全系车型亮相上海车展
将引进两款全新车型

本报讯（记者李金友）19日，日产
汽车携全新Kicks劲客、 皮卡Navara
（纳瓦拉）及最新概念车Vmotion 2.0
及新近上市的全新奇骏 （X-Trail）等
多款新车亮相2017上海国际汽车工业
展览会。 通过展示这些搭载多项创新
技术、造型抢眼的全新车型，日产汽车
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涵盖多个细分市
场的全方位选择方案， 满足驾乘者多
元化的出行需求。
作为日产汽车最新款的小型都市
SUV新标杆，全新Kicks劲客将登陆中
国， 进一步增强日产汽车在中国市场
的SUV车型布局。全新Kicks劲客将在
东风日产生产，采用了年轻、新颖的外

形设计， 同时拥有宽敞舒适的内部空
间。 此款车型将充分契合90后年轻人
充满个性、 敢于探索、 充满激情的精
神，彰显现代、热情的设计理念。 Kicks
劲客自去年在巴西上市后备受好评，
被认为是最具创新的跨界车型之一。
此外 ， 日 产 还 把 高 端 SUV 级 皮
—Navara （纳瓦拉） 引进中国市
卡——
场， 新车将在郑州日产进行生产和销
售。 Navara（纳瓦拉）采用日产家族式
“Vmotion”前脸设计，具备宽敞的内
部空间。在性能方面，Navara（纳瓦拉）
搭载了中国国内唯一原装进口7AT变
速箱， 能够提供更强劲的动力和更优
越的性能。

五菱宝骏两大王牌双管齐下

上汽通用五菱实力圈粉
本报讯（记者李金友）在19日开幕
的上海车展上， 上汽通用五菱旗下两
大王牌——
—五菱和宝骏，又放大招，分
别推出全新车型五菱宏光S3、宝骏310
Wagon。
五菱 和宝 骏 可 谓 是 “神 车 制 造
者”， 五菱宏光和宝骏730长时间蝉联
MPV销量排行榜头把交椅，称得上深
受消费者认可的“国民神车”。 五菱宏
光S3、宝骏310 Wagon，是否会成为
“神车”新成员，值得期待。
五菱宏光S3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推
出的一款全新产品， 也是五菱品牌首
款SUV，外观协调大气，采用7座大空

间。 新车采用全新的设计思路，没有与
五菱的MPV车型“撞脸”。 五菱宏光S3
轴距为2800mm，7座布局， 座椅分配
为2+2+3， 内部空间对于家庭使用来
说也是足够。
宝骏310Wagon是基于宝骏310
研发出来的旅行版车型。 宝骏310去年
上市后销量一路蹿红， 第一季度累计
销售超过5万辆。 宝骏310Wagon的车
身尺寸相比于宝骏310有所增加，轴距
也达到2750mm， 同时提供7座空间，
空间结构能更大地满足家庭的个性化
需求。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宝骏310
车型的1.2L自然吸气发动机。

比亚迪宋DM/宋EV300上市

宋家族开启“全擎”新格局
本报讯（记者李金友）4月17日，上海
车展前夕，以“电动·未来 王朝创造”为主
题的比亚迪品牌盛典在上海举行，宋家族
—宋DM、宋EV300正式
两款重磅新车——
上市，比亚迪宋家族正式完成燃油、双模、
纯电三线布局，“宋” 也成为了全球首款
“全擎全动力”平台车型。
宋DM、宋EV300虽为兄弟车型，两车
也有各自的特质，最核心的区别就在于动力
系统的差异而引起的驾驶体验的变化。
宋DM是比亚迪的又一款“542”战略
重点车型， 拥有混动 （HEV） 及纯电动
（EV） 两种运行模式。 混动模式下，1.5TI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合前后电机，百公里加
速4.9秒，超越百万级豪车。 它搭载的全时
电动四驱技术，适应山路、雪地、沙地、涉
水等全地形路况，响应速度比机械四驱快
10倍，能够及时有效地防止爆胎、制动失
灵、侧翻等突发状况。
宋 EV300 是 比 亚 迪 首 款 纯 电 动
SUV，纯电续航里程可达300公里，搭载
永磁同步高效率高转速电机，百公里加速
达8.9秒。 目前，全球能够跑进9秒俱乐部
的纯电SUV只有两款， 宋EV300就是其
中一款。

汽车服务产业博览会
揭秘汽车智能黑科技
本报讯 （记者李金友）6月16日，在
2017年华中车展结束之后不到半月，在
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武汉市民又可以享
受到一场与传统的车展大不相同的汽车
—第15届中国（武汉）国际汽车
“盛宴”——
服务产业博览会。
此次汽车服务产业博览会内容暨改
装车展将于6月16日至18日举行， 规模
为12个主题展馆，展出面积共23万平方
米。 展出内容包括：智能汽车电子、车联
网产品、汽车养护美容、内饰精品、汽车
改装、房车露营、汽车照明、汽车安全辅
助等。 届时，主办方还将邀请财经名家吴
晓波来汉演讲，举办全国4S集团高峰论
坛、汽车漂移赛事、汽车音响竞赛、汽车
智能黑科技主题SHOW、著名女子赛车
手金蕊亮相和东湖绿道一公里晨跑等活
动。
此次汽车服务产业博览会组委会介
绍，通过此次展览，希望能够引进汽车智
能科技电子企业落户武汉， 助力推动武
汉光谷、华中智谷的核心区建设，引进房
车露营投资企业来汉发展。

全新奇骏驾临武汉
本报讯（记者李金友）智勇本色，征
服未来，东风日产全新奇骏日前驾临武
汉。 全新奇骏新车定位于紧凑级SUV，
此次中期改款主要针对部分设计细节
进行了调整，增加了七座车型并对配置
进行了大幅升级，无形中进一步提升了
新车的竞争力，势必打开东风日产SUV
销量的新市场。
全新奇骏采用日产最新的V-Motion前脸，车身尺寸比现款车型增加了
32毫米，轴距为2706mm。 内饰方面，全
新奇骏黑棕双色拼接设计让车内格调
变得时尚年轻，此外还换装了更加具有
运动感的全新三辐式平底方向盘。 动力
方面， 全新奇骏延续了现款的动力总
成，仍然提供了2.0L+6MT、2.0L+CVT
以及2.5L+CVT三套动力系统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