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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年轻人首选的
城市SUV——逍客

面对新车辈出的紧凑型SUV
市场，城市SUV既要符合年轻消费
者对里儿和面儿的要求，又要让
消费者乖乖买单，应该怎么选呢？

逍客在造型与性能方面摒
弃同质化，早在研发阶段就立足
于打造专业的城市SUV，采用了
与新奇骏同源的CMF平台。首
先是长宽高、前后轮距、轴距增
加，全框式的副车架，提升了车
的操控性和底盘的滤震能力。

家族V-Motion前脸，车身线
条看起来更有力量更硬朗，有美
式肌肉男的既视感。中控台继续
保持简洁大方的风格，整体充满
科技感，时尚而不花哨。另外升
级了7寸大屏和Carplay车载互
联系统，使逍客外观更有面儿。

发动机与变速箱的配合，使
得逍客在提速时更有力，平顺性
也大有提升，油耗也降到更低，
逍客搭载了同级独有的智能公
路稳定系统其转向的灵敏性甚
至可以媲美高端SUV。

EAPM油门误踩智能纠正系
统、IEB 预碰撞智能刹车和 LDW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这三大神器，
分别可以杜绝“油门当刹车”的
危险；MOD移动物体&行人探测
预警、BSW变道盲区预警、AVM全
景式智能监控影像等使得车主
在突发状况下也能应对自如。

逍客成为有里还有面儿的
年轻消费者首选的城市SUV。

青年报 车键

青年报 程元辉

1月4日，上汽通用汽车发
布最新销量数据：2017年公司
全年销售 2000187 辆，同比增
长6%，再创历史新高。上汽通
用汽车仅用二十年就实现了年
销量200万辆的规模，再次刷新
了行业发展的速度纪录。其
中，公司旗下别克、雪佛兰和凯
迪 拉 克 三 大 品 牌 分 别 销 售
1224431 辆 、602224 辆 和
173532辆。

2017年，上汽通用汽车在
成立20年来不断夯实体系竞争
力的扎实积累上，进一步深化
主流优势业务提效增能，在技
术创新、品牌塑造、新兴消费市
场开拓、产品力提升、产品结构
优化、体系布局等方面均取得
突出业绩，各项经营指标健康
成长。与此同时，公司聚焦“新
四化”核心领域，加速在新能
源、车联网、智能制造、智能驾
驶和创新服务等方面的战略布
局，构建引领未来智能出行的
核心能力。

着眼于“网联化、电动化、
智能化和共享化”的行业发展
趋势，2017年上汽通用汽车聚
焦未来市场竞争的核心领域，
加速新能源和车联网战略的目
标推进与成果落地，并在共享

化领域积极探索，以创新科技
引领市场发展。

新能源为代表的新一代驱
动系统加快布局：秉承不断改
进完善传统动力与开发新能源
技术“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2017年上汽通用汽车引入汇聚
通用汽车全球优势资源最新开
发的9速Hydra-Matic智能变速
箱 与 全 新 一 代 1.3T/1.0T
Ecotec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
实现动力性能和燃油经济性的
同步提升，带给消费者更强劲
顺畅、更节油环保的全新产品
体验。其中，搭载全新一代
1.3T/1.0T Ecotec 双喷射涡轮
增压发动机的别克GL6和阅朗、
英朗自2017年10月中旬上市
以来，累计销量已达140479辆，
已包揽市场上同类发动机60%
以上的月销量。另一方面，公
司扎实推进新能源战略，全新
推出别克VELITE 5增程型混动
车、全新一代君威30H全混动车
和凯迪拉克 XT5 轻混动豪华
SUV，进一步充实了新能源产品
阵营并占据混动技术制高点，
为消费者带来多元选择。

车联网以“云服务”为中心
不断更新迭代：面对席卷行业
的车联网大潮，上汽通用汽车
立足于在国内市场领先实践、
数量最大的用户基盘和对中国

用户车联需求的深刻理解，在
2017年滚动发布了车联网2025
战略，在业内率先推出以“云服
务”为中心的全新一代车联系
统并在三大品牌旗下车型迅速
普及。从在线广播、云音乐到
云端导航、语音识别，再到OTA
远程升级、混合语音识别和多
帐户个性定制，连同 OnStar 安
吉星手机应用的同步升级，公
司实现了包括云服务应用在内
的车联技术的快速迭代更新，
进一步加快配置符合中国客户
需求的互联功能并提升性能，
凸显在行业内的领先优势。

共享汽车业务开启分时共
享模式新探索：针对客户用车
模式不断变化的发展趋势，上

汽通用汽车也在加快培育符合
市场需求的共享汽车服务模
式，于2017年年底推出新能源
车共享服务的试点项目“时
行”，并启动了员工内测。该服
务以别克 VELITE5 增程型混动
车为分时共享车型，在上海设
置了14个专属停车网点，覆盖
公司各厂区以及上海市内机
场、火车站。内测启动以来取
得了用户的良好反响。在内测
基础上，“时行”服务将不断拓
宽服务半径。通过“时行”项
目，上汽通用汽车将更积极探
索适合中国市场的共享模式，
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车辆共享
服务，加速推动一个更高效、更
便捷的出行时代到来。

青年报 程元辉

1月9日，北汽新能源公布
了 2017 年的成绩单：销量达
103199辆，同比增长98%，成为
国内首家年产销超过十万辆的
纯电动车企。这一成绩，不仅
连续五年夺得中国纯电动汽车
市场销量桂冠，还有望进入了
2017全球前两强。

回顾北汽新能源近五年的
发展历程，北汽集团党委常委、
北汽新能源总经理郑刚为2017
年给出了一个关键词——“领
跑”。他表示：“2017年的突出
业绩，不仅意味着北汽新能源
领跑中国新能源产业，更彰显
出中国新能源汽车参与全球竞
争的实力和担当。”

展现领航者实力
亮眼的销量反映出的是北

汽新能领航业界的综合实力。
北汽新能源副总经理、营销公
司总经理李一秀表示：“一系列
重大突破，让北汽新能源走出
了传统汽车发展的惯有思维、
模式和市场，推动了纯电动汽
车在各行业各市场的普及，也
让北汽新能源成为中国纯电动
汽车的领航者。”

据介绍，在2017年补贴退
坡的大背景下，北汽新能源推
出了不依靠补贴的国民车EC系
列，成功突破了对政府补贴的
依赖。北汽新能源不仅在北上
广等城市取得了销售佳绩，在
不限购的单补城市，北汽新能

源销量超过37000辆，占比达到
36%，实现了快速增长。

借助完善的配套服务和商
业模式创新，北汽新能源帮助
用户突破了充电里程焦虑。截
止2017年底，北汽新能源参与
建设4.6万个公共电桩并自建
3.2万个私人桩。同时，首推换
电模式，投放运营 106 座换电
站、5000台换电车辆，并推出了

“擎天柱计划”，多措并举帮助
用户打消充电焦虑。

除了完全正向开发的EC系
列，2017年北汽新能源还推出
了首款人工智能纯电小车LI-
TE，以智能网联、创新五联屏、
个性定制、轻量化为突出亮点，
成功打造自带社交属性的新物
种，彻底突破了新能源车型“油
改电”的传统开发路径。

在渠道建设方面，2017年
北汽新能源新建235家销售店，
总量达到300家，建成全国最大
且独立的新能源汽车网络，突
破了新能源车型与燃油车的混
网销售模式。

实施“开放共享”战略
技术方面，以“北京市新能

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为开放
平台，北汽新能源将从智能网
联、燃料电池、动力电池7大关
键技术领域进行全面布局，全
面开放。研发层面，北汽新能
源将对其现有的EH/EU/EX/EV/EC
等型平台以及未来拳头产品
BE21平台向会社会资源开放，
为创业团队提供个性化的产品

研发服务。制造方面，北汽新
能源将发挥产能优势，牵头降
低全产业链的端到端综合制造
成本，实现企业共享制造资源，
降低重资产投资风险。

资本方面，安鹏·新能源汽
车产业发展基金、北京新能源
汽车技术创新中心下设的技术
创新基金和产业孵化基金，都
将致力于孵化优质的技术和团
队，培育成熟的供应商资源，助
力中国新能源汽车驶向世界。

供应链方面，北汽新能源
的电动汽车动力总成公司未来
除了服务北汽，还将为外部所
有的整车厂提供优质的产品和
高性价比的三电系统解决方
案。后市场方面，北汽新能源
打造了包括分时租赁运营系
统、充换电系统、二手车、智·

惠·管家，以及光伏分布式换电
出行服务保障平台，未来将向
全行业进行开放和共享。

除了备受瞩目的“开放共
享”战略，北汽新能源在产品方
面的布局同样看点十足。据李
一秀介绍，2018 年北汽新能源
将着力打好产品组合拳：在对
私市场上，以全新 EC+全新 EX
形成“国民车”组合，重点强化
三四线市场普及；以强调长续
航、产品设计、感官品质、智能
科技引领同级市场的全新EU轿
车+ET系列SUV“双子星”组合，
重点进入一二线市场；另将以
一款400公里以上的跨界精品，
打造新的业内爆款。同时，还
将以换电版、分时版、网约版、
物流专用车等丰富的产品全力
进军专用车市场。

上汽通用汽车2017年全年销售200万辆

2017年产销双破10万辆

北汽新能源启动“开放共享”战略

北京奔驰
创造历史新高

2017年，在国内乘用车市
场整体增速逐步放缓的环境下，
北京奔驰持续保持迅猛发展势
头，全年产量突破43万辆，同比
增长29%，产销量在连续8年实
现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双创
历史新高，使其距中国豪华汽
车市场领先位置更进一步。更
引人关注的是，2017年，中国成
为梅赛德斯-奔驰首次突破60
万销量大关的单一市场，而其
中超过70%的份额，均来自国产
车型的贡献。毫无疑问，北京
奔驰已经成为梅赛德斯-奔驰
品牌在华快速发展的核心动
力，乃至戴姆勒公司实现全球
战略的重要引擎。

更令人期待的则是北京奔
驰的未来发展蓝图。2017年，
戴姆勒海外首个原型车工厂在
北京奔驰顺利投产，为更多全新
产品的本土化生产提供了宝贵
土壤。同时，北京奔驰发动机二
工厂厂房全面落成，前驱车工厂
冲压车间与喷漆车间双双投产，
为产能的进一步释放做好了充
分准备。此外，北汽集团与戴姆
勒公司还携手为北京奔驰纯电
动车项目投资50亿元，吹响了
北京奔驰抢占高端纯电动汽车
高地的号角。 青年报 程元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