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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5 日，在日内瓦车展
上，梅赛德斯-奔驰携全新CLA
五门猎跑车、EQV概念电动MPV
等多款全球首发车型震撼亮
相，尽展汽车发明者引领未来
出行的非凡远见与壮志雄心。
其中，全新CLA五门猎跑车首次
全球亮相，它将时尚前卫的型
格和卓越的空间与装载能力完
美融于一体，成就型格优雅的
从容出行。

继在全新CLA四门轿跑车
在年初的CES电子消费展上亮
相后，全新CLA五门猎跑车也在
此次日内瓦车展上全球首发。
完美融合优雅与动感于一身的
全新CLA五门猎跑车堪称汽车
设计领域的艺术之作，犀利饱满
的尾部造型不仅充满时尚气息，
更确保其拥有充沛的内部空间
和装载能力。

梅赛德斯-奔驰再次以“感
性·纯粹”的设计理念造就全新

CLA五门猎跑车的型格之美：修
长的发动机罩、紧凑的玻璃环
舱、轿跑车风格的车窗线条构筑
出格调优雅的车身比例；前脸的

“鲨鱼鼻”设计、引擎盖上跑车风
格的双棱线、酷炫的无框车窗和
宽阔的车肩则展现出跃跃欲试
的运动姿态。B柱后方的车窗
线条较高，便于出入，延伸至后
部时则更为犀利，勾勒出灵动的

尾部。这一造型既充满诱人魅
力，又带来了出众的多功能性与
储物空间。全新CLA五门猎跑
车在空间方面多处升级，更充裕
的头部、肩部、肘部以及腿部空
间令驾乘者旅途惬意舒畅，自在
不已，卓越的行李箱装载能力能
够轻松满足外出购物抑或运动
与户外休闲的需求，令驾乘者随
心享受精彩生活。

G50全系发布
在全系上市前的预售期内，

上汽大通MAXUS G50已经受到
了消费者的极大追捧，预售获得
4600余辆订单。而在此之前的
产品设计阶段，更有超过五万的
用户参与G50定制的内测与公
测活动。

4825×1825×1778mm 的
车身尺寸、2800mm的轴距、5种
座椅布局组合，以及全车多达
47处储物空间，让全家出游时，
一辆车就能搞定。G50搭载了
前后雷达及360度全景影像、侧
气帘、二三排ISOFIX儿童座椅接
口等主被动安全配置，更在首发
款的基础上新增了高阶ADAS智
能辅助驾驶的选配服务，给你最
贴心安全的守护。

C2B 智能定制模式则是上
汽大通MAXUS G50的又一大亮
点，其打破了配置捆绑，消费者
能够主动选择自己想要的配置，
而不必为不喜欢的配置买单。
既可以满足了用户对应某一特
殊配置／高端配置的需求选择，
又不必捆绑其它不想要的配置，

“随心配，实在Pay”。上汽大通
MAXUS G50共提供30多个品类、
近100种的配置可选，被用户关
注已久的电动尾门和C-HUD也
已加入蜘蛛智选。所有用户只
需通过“我行 MAXUS”公众号或

APP，登录蜘蛛智选平台，即可定
制你的专属幸福座驾G50。

同时，购买G50的用户还将
享受幸福三重礼，包括最低首付
20%，最高 18 期免息或首付
50%，12期零月供的金融礼、上
汽阿里斑马智能系统终生免基
础流量（带斑马系统车型赠送）
的流量礼、价值1800元礼包的
定制礼（即日起至5月31日）。

又一款未来之星“上线”
全新中级SUV D60脱胎于仿

生智联纯电SUV概念车TARAN-
TULA，是上汽大通MAXUS为了满
足用户对SUV的差异化、个性化
需求而推出的战略车型。根据
用户需求进化而来的上汽大通
MAXUS D60，保留了 TARANTULA

动感、富有气势的主特征线，并将
外把手融于更高的腰线之中，带
来前趋的车身动势。前脸采用
家族式的“智聚八方”八边形格
栅，同时配备极具辨识度的星云
中网，营造出豪华大气的横向视
觉冲击。

标配的分体式前大灯汲取
了概念车TARANTULA 的设计元
素；日行灯与大灯依据北斗七星
进行排布，错落有致。D60拥有
流畅的线形艺术，侧身线条从行
李架与侧窗区域延伸至前端后
视镜底部，动感优雅。车尾造型
则颇具未来感，星云桥拱式贯穿
尾灯、水晶能量柱形态全LED内
灯体，以及灯带内呈现钻石般的
纹理质感，在视觉上将车尾雕塑
出层次丰富的立体感。

保 时 捷 宣 布 施 茂 霖
（Mr. Daniel Schmollinger）
将 接 替 柏 曼 德 博 士（Dr.
Manfred Braeunl） ， 于
2019年3月1日起，正式担
任保时捷中国市场副总裁
一职。柏曼德则将出任保
时捷中东及非洲子公司首
席执行官。

现年45岁的施茂霖作
为保时捷中国市场副总裁，
将全面负责产品、品牌传播
和市场拓展。此外，他还将

负责品牌活动、保时捷体
验、赛车运动和跑车文化培
育，以及赞助和品牌合作等
多方面工作。

施茂霖加入保时捷中
国之前，担任保时捷海外及
新兴市场总监，并曾暂代保
时捷亚太地区总监一职。
施茂霖先生在保时捷亚太
地区业务部门工作七年，先
后在销售、市场、培训、业务
拓展、经销商网络管理等多
个领域担任管理职务。

全新CLA五门猎跑车首发日内瓦车展

“生而与众不同”上汽大通MAXUS品牌发布会举行

4大推荐款车型亮相 幸福你做主
2月28日，时值第八个品牌日，上汽大通MAXUS迎来品牌的进化与焕

新，正式开启个性闪耀的“MAXUS世界”。全能家旅MPV G50全系产品上
市，售价区间为86800元-156800元，用户可通过蜘蛛智选平台在这个价格
区间内选择自己喜欢的配置（价格随配置不同而不同），另外，上汽大通
MAXUS也推出了4款幸福推荐款车型，售价分别为91800元、109800元、
123800元、139800元。全新中级SUV D60也于此次品牌发布会惊艳亮相，
展现上汽大通MAXUS为实现用户汽车梦想的最新成果。 青年报 于诗婕

一周大事

青年报 于诗婕 整理

宝马集团
6款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车在日内瓦

3 月 4 日，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人事变动
公告，澄清了郝建军调任至
长城实业有限公司任董事
长的事实真相，并表示刘智
丰由于家庭原因将离职。

公告中提到，因工作需
要，郝建军需任职保定市长
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的保定市长城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负责相关事务

管理，故免去其长城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刘智丰由于个人身体
的原因，辞去长城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专项副总裁、哈弗
品牌营销总经理职务。刘
智丰于2018年10月10日
起在公司任职，离职后将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此
次人事变动不会影响公司
正常运作。

长城汽车两项人事变动

3 月 5 日，海南省政府
在海口召开新闻发布会，正
式对外发布《海南省清洁能
源汽车发展规划》。计划中
提到，至2030年，全域禁止
销售燃油汽车，力争全省汽
车清洁能源化达到国际标
杆水平。

海南公共服务领域的
公务车、公交车、巡游出租
车等将自规划发布之日起，
从2019年至2020年实现新
增、更换车辆100%使用新能
源汽车或清洁能源汽车，充
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规划》对社会运营领
域的轻型物流车（含邮政
及城市物流配送）、分时租
赁车要求在2025年前后全

面实现清洁能源化。而在
私人使用领域，将通过实
施严格的小客车总量调
控，到 2030 年全岛实现新
增和更换新能源汽车占比
100%。

根据《规划》，海南将
在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
进增量和存量汽车双向清
洁能源化，完善新能源汽
车社会化的便利、经济使
用环境，构建清洁能源车辆
为载体的绿色、智慧交通体
系，推动清洁能源汽车全
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建成
结构多元、智慧创新的清
洁能源供应体系等多方面
推动清洁能源汽车的推广
与应用。

海南2030年将全域禁售燃油车

施茂霖出任保时捷中国市场副总裁

2019 日内瓦车展上，
宝马集团携 6 款全球首发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亮
相，以创新科技助力集团
在大型豪华车级别的强大
产品攻势，继续扩充旗下
电动产品阵列。在全新第
一战略指导下，宝马集团
聚焦电动化、自动化、互联
化、共享化/服务化，坚持创
新面向未来转型、引领行
业发展。作为战略发展的

最新成果，此次插电式混
合动力车型阵容覆盖宝马
多个级别产品，包括BMW 5
系、新 BMW 7 系、全新 BMW
X5、全新 BMW 3 系、BMW 2
系、以及此次全新发布的
BMW X3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型。新的混合动力车型将
全面搭载宝马集团最新一
代电池和插电式混合动力
技术，电力续航里程可达
50-80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