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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

长铃研究院助力长安铃木品牌复苏

长安汽车研究总院长铃研究院挂牌揭幕仪式近
日在长安铃木二工厂举行。长铃研究院的成立不仅
完善了长安汽车的研发体系，还为长安汽车“第三次
创新创业”积蓄动力，并推动“香格里拉”和“北斗天
枢”两大战略的进一步落地。

据悉，长铃研究院作为长安汽车研发的分支
机构，将负责乘用车款型产品、电动化产品开发。
根据其发展规划，预计到2020年，完善产品开发
体系，具备款型车、电动车产品开发能力；到2023
年，加大资源投入提升系统能力，导入新平台，建
立S4级产品策划、造型、工程开发、试制试验等全
面开发能力。

一汽丰田亚洲龙AVALON首秀中国

丰田汽车TNGA架构下的全球旗舰车型——亚
洲龙AVALON日前借广州车展首现中国。该车凭
借突破性的造型设计、动力科技全面提升以及极致
的操控感受、性能表现和顶级安全配置，将更好地满
足中国消费者的出行需求。

亚洲龙AVALON通过“双极设计”、“双极驾
控”、“双极动力”，在设计、动力、行驶等方面实现
三大“双极Premium”。同时，顶级安全技术和先
进智能配置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安全放心的出行
体验。

据悉，亚洲龙AVALON目前已启动店头预售。
新车提供2.5L和2.5L HEV两种动力形式，共有6
种配置级别，并将于2019年3月正式上市。

一汽-大众探岳西区上市

一汽-大众全新中型SUV探岳西区上市发布会
日前在泸沽湖举行。上市庆典前，首批客户及嘉宾
驾驶探岳从成都出发，历经近800公里的高速、盘
山、泥泞等复杂路况，最后抵达泸沽湖畔的发布会现
场。

探岳因其卓越的产品品质和强大的产品实力，
被称为大众汽车技术的“集大成者”。探岳提供
280TSI、330TSI、380TSI及两驱、四驱4种动力选
择，共计10款车型，售价区间18.88万元-31.98万
元。

雷克萨斯前10月销量逆市上扬

雷克萨斯中国日前发布了今年以来的销售数
据。得益于品牌、产品、服务、运营等层面的全面进
阶，雷克萨斯取得了良好的市场表现。今年1-10
月，雷克萨斯在华累计销量为132389台，同比增长
23.8%。其中，在包括西部市场在内的大华南地区，
累计销量达到55161台，占全国总销量的41.6%。

另一方面，兼融了高性能与高效能的智·混动车
型也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认可。今年1-10月，
智·混动车型在中国市场销量为41010台，同比增长
51.6%。截至10月底，智·混动车型在华累计销量已
突破18万台。

打造更具影响力、公信力的企业传播平台

“2018中国车市贡献奖”揭晓
11月16日至25日，一年一度的广

州车展如期而至，由重庆日报主办的
2018“中国车市贡献奖”也同步揭晓。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竞争，历经多轮车
企自荐、读者票选、专家评定等多个环
节的角逐，2018中国车市贡献奖尘埃落
定。丰田汽车、奔驰、长安、一汽大众、
上汽通用、广汽丰田、广汽本田、东风标
致、东风启辰、东风风神等10家知名车
企脱颖而出，凭借着在本年度的卓越表
现以及强大的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将
各项“贡献”大奖收入囊中。

10年前，中国汽车产销突破千万
辆大关之时，“中国车市贡献奖”应运

而生，每年在广州车展期间出炉。从
2009年首届评选启动以来，今年已经
是连续举办的第 10届。10年来，“中
国车市贡献奖”评选活动见证了汽车
行业的突飞猛进，不仅产销量从1000
万辆增至如今的2000万辆，产品也从

“老三样”发展为“百花齐放”的市场格
局。经过数年市场的洗礼，国内汽车
厂商们日趋成熟和强大，他们凭借着
不断修炼的科技创新能力、全面升级
的服务品质，或推陈出新，站在科技研
发的最前沿；或狠炼内功，打造售后服
务金字招牌；或关注环保，将社会责任
视为企业发展的第一要义……得到了

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
重庆日报多年来积极关注汽车企

业的发展，并致力于为企业搭建良好的
沟通、展示平台。“中国车市贡献奖”评
选，不仅是对当年国内车市的一次全面
总结，同时也为全国车企提供了一个更
具影响力、公信力的企业传播平台，还
能让广大读者一睹优秀车企的风采。
对于整个行业来说，具有积极的示范效
应。今年的评选活动，同样也得到了厂
家、经销商以及读者的高度重视及积极
参与，加之专家团队的公正评定，保证
了各个奖项的公正性，同时也为整个行
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2018中国车市售后服务贡献奖 广汽丰田

2018中国车市技术创新贡献奖 上汽通用

2018中国车市市场营销贡献奖 广汽本田

2018中国车市市场开拓贡献奖 东风启辰

2018中国车市自主研发贡献奖 东风风神

2018中国车市创新营销贡献奖 东风标致

2018中国车市节能环保贡献奖 长安汽车

2018中国车市新能源先锋贡献奖 丰田汽车

2018中国车市公益责任贡献奖 奔驰汽车

2018中国车市销售进步贡献奖 一汽大众

11月16日，一年一度的广州国际车展
鸣金开锣。正如本届车展的主题“新科技，
新生活”，各参展车企带来的汽车产品尽显

“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的特点。面对中
国这一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各大车企纷
纷使出浑身解数，带来了最新、最酷、最炫
的汽车产品。广州车展作为年末的收官大
戏，本届车展亮相的各款新车大多将在今
年底或明年初上市，为明年的车市预演了
一场好戏。

全球首发成为常态

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曾经在一个公
开场合大呼：“中国最重要”。意识到这一
点的当然远不止丰田。年产销量逾2000
万辆的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自然成为各
大车企新品首发亮相的首选。

丰田汽车面向全球消费者发布了其最
重要的量销车型——全新COROLLA卡罗
拉和 LEVIN 雷凌，同时全新旗舰轿车
AVALON亚洲龙也正式亮相。这3款新
车基于TNGA丰巢概念打造，具有优秀的
操控性能及智能化配备，9英寸以及12.1英
寸大尺寸中控屏幕与自动空调PM2.5过滤
装置都是丰田首次搭载。

长安汽车旗下首款轿跑SUV——长安
CS85完成全国首秀，可谓开创了中国轿跑
SUV 新格局。长安 CS85 搭载的“蓝鲸
2.0T+爱信8AT”黄金动力组合，油耗低，响
应快，零到百公里加速只需要7.5秒。这也
是搭载爱信第三代8AT的首款中国品牌量

产车型。
雪佛兰全球首发的先导概念版SUV

FNR-CarryAll充分体现了雪佛兰在高性
能公路SUV设计上的大胆创新；国内首发
的中高级旗舰轿车全新迈锐宝XL集领先
科技之大成；全新中级车雪佛兰Monza以
及Redline尚·红系列车型，更为雪佛兰植
入了年轻化、时尚化、运动化的品牌特征。

东风日产第七代天籁ALTIMA搭载
2.0LVC-TURBO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
动机，具备同级最强劲的动力输出，并搭载
ProPILOT智动控制辅助驾驶系统，成为国
内合资量产中高级轿车中首款实现L2级
别自动驾驶的车型。

东风标致旗舰级三厢轿车508L也实
现了全球首秀。该车是专门为中国消费者
定制的加长版本，兼具美感、质感与动感，
是一款力求在法式设计美学中融入符合中

国独特审美的新一代产品。

PHEV还是EV

PHE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以及EV
（纯电动）车型忽如一夜春风来，成为各家车
企的新宠。中国也成为全球电动化技术发
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不管是政策的拉动还
是市场的需求，电动车已然来到我们身边。

采用欧洲标准的纯电动新能源车——
名爵ZS计划明年登陆英国等国际市场。上
市前，名爵ZS将在欧洲多国进行长达2个月
的道路测试。新车搭载世界级“绿芯”动力，
等速续航里程最长可达428公里，更有最新
一代“互联智行”系统与新能源专属色。

广汽本田首款纯电动SUV VE-1全
球首发，补贴后价格仅为17.08万元起。同
时，广汽本田首款插电式混动SUV世锐也

揭晓市场指导价：豪华版补贴后18.08万元
起；精英版补贴后17.08万元起。两款车型
均可享受整车3年或10万公里、核心三电8
年或15万公里保修政策。

SUV高烧不退

市场对SUV车型的偏爱仍在持续。
据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前10月，乘用车
累计产量为1896.2万辆，同比下滑0.8%。
其中，轿车累计产量940.7万辆，同比下滑
0.5%；SUV累计产量达825.2万辆，同比增
长2.4%。这一增一减之间，自然决定着车
企的产品风向。

东风悦达起亚首度亮相的新一代KX5
通过颠覆性的前脸设计，加上极具运动感
的18英寸高级镜面轮毂、10.25英寸高端大
屏和7英寸的炫彩仪表盘的“强强联合”，配
合语音识别，车辆主动控制等智能化服务，
为消费者打造出一部智能、尖端、高水准的
城市SUV。

北京现代旗下第四代胜达有着越级的
车身尺寸和轴距，全球领先科技武装的智
能安全系统。该车还是同级首度应用指纹
识别技术的车型，用户仅需指纹就能实现
开/锁车门和启动发动机等操作。

东风启辰T60则是国内首款实现车家
互控的 SUV。它搭载日产全新升级的
HR16 1.6L全铝发动机，匹配日产全新调
校的XTRONIC CVT无级变速器，百公里
油耗低至5.9升。

本版文由廖咏雪、许淇采写

车市年终大戏开场 明年这些车值得关注

广汽本田首款纯属电动广汽本田首款纯属电动SUV VE-SUV VE-11

“2018中国车市贡献奖”榜单

三款重磅车型广州车展首发 丰田在华事业加速
11月16日，第16届中国（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盛大启幕。丰田汽车携一汽丰田和广汽丰田，带来了基于TNGA架构打造的全新旗舰轿车AVALON亚洲龙，并全球首发了丰田最重要的量销车型——全新COROLLA卡罗拉

和LEVIN雷凌。
从HEV混合动力车型国产到TNGA丰巢概念车型落地，再到全新卡罗拉、雷凌全球首发，以及到2020年EV纯电动产品率先导入，丰田越来越多的重要举措开始在中国市场优先推行。聚焦于“电动化”、“智能化”、“互联化”

的新产品投放以及技术展示，彰显了丰田向“移动服务提供商”转型的决心，也意味着丰田开始加速兑现“中国最重要”的承诺。相对于其他车企，丰田在华布局更加全面，根基更加稳固，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贡献也将更大。

发布全新丰巢概念产品

继CAMRY 凯美瑞，C-HR 和
奕泽 IZOA之后，本届车展亮相的三
款新车，也是基于TNGA丰巢概念
打造。其中，旗舰轿车AVALON 亚
洲龙，将革新的设计理念与先进技术
汇集于一身，是首次登陆国内中高级
轿车市场的车型；而全球首发的新款
COROLLA 卡罗拉和新款 LEVIN
雷凌，则采用了令人心动的“Styl-
ish”与“Wide and Low”设计主题，
打造出“高品位”与“现代感”这两种
迥然不同的风格。

同时，TNGA丰巢概念所包含
的优秀操控性能在新车上继续得以
体现。响应，线性，一致性这三项
TNGA的优良血统得到了很好的传
承。新款 COROLLA卡罗拉和新款
LEVIN 雷凌通过在5大洲超过100
万公里的行驶测试，进一步打磨了车
辆性能，实现了“驾驭随心”的操控感
受。动力方面，新车采用丰田最新的
1.8L发动机混合动力系统，全球顶级
热效率发动机与最新的混合动力系
统搭配，在实现更加优异的燃油经济
性的同时，结合全新开发的油门踏
板，使得加速响应性得到了大幅提
升。

在“智能化”方面，新款 CO-
ROLLA 卡罗拉和新款 LEVIN 雷凌
首次在国内全系搭载了最新的

“Toyota Safety Sense 智 行 安
全”。其中在动态雷达巡航控制系统
DRCC中新增了LTA功能，无论直
线行驶还是弯道内均可以维持车辆
始终在车道中央。而发生拥堵等无
法识别前方车道线的时候，车辆也可
以跟随前车的行进轨迹行驶。丰田
正在通过智能化技术的进步不断提
升车辆的安全性能。

而在“互联化”方面，今后丰田旗
下的车型将会全部标配“丰田智行互

联”系统。除了能够在中控屏幕上操
作手机APP之外，还能够为用户提
供24小时365天不间断的“Just In
Time”即时互联服务。

此外，丰田专门针对中国用户的
需求开发了专属配置。9英寸以及
12.1英寸大尺寸中控屏幕与自动空
调PM2.5过滤装置都是丰田首次搭
载，今后将逐步向全系产品推广。

三款重量级车型的到来，充分展
示了丰田为满足更多中国消费者的
期待而加快新产品导入的决心。

布局移动出行服务构想

今年年初，丰田首次公开展出了
可用于移动、物流、产品销售等多用
途的移动服务（MaaS）的专用新一
代电动汽车（EV）“e-Palette Con-
cept”。丰田希望通过电动化、智能
互联以及自动驾驶技术的不断进步
为人们提供全新的移动出行服务体
验。同时，作为在移动出行领域唯一

的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丰田将以
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为契机，逐步实
现服务内容的落地，并希望能够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残奥会做出贡
献。

此外，前不久在上海隆重举行的
2018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丰田以“触手可及的未来城市”为主
题，展示了丰田集团针对环境改善、
老龄化以及产业构造改革等课题所
提出的一系列解决方案，描绘了丰田
对未来移动出行社会的整体构想。
本届广州车展的丰田展台，也是这一
构想的最佳体现。

众所周知，全球汽车产业如今
正面临着“电动化”、“智能化”、“互
联化”所引发的重大机遇变革，并且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变革速度。中国
的汽车产业也迎来了由量变向质变
的结构性改革时期。在这一背景
下，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曾提出

“让每个人都能够安全自由地移动”
和“不断提供驾驶乐趣”这两项企业

未来发展的核心方针。在此指引
下，丰田决心超越传统汽车制造商
的定位，逐步转型成为能够提供多
样化出行方案的“移动服务供应

商”。向每一位用户提供基于丰田
生 产 方 式 精 髓 打 造 的“Just In
Time”（即时）出行服务。

加速在华事业全面推进

正如丰田章男社长所言，汽车行
业已经进入百年一遇的变革期。在
当前的有利发展环境下，丰田正在全
速加快中国事业发展，进而继续加速
各项事业进程。

2018年以来，丰田“电动化”战
略正在按计划稳步推进。4月举行
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丰田为中国消费
者带来了卡罗拉双擎E+与雷凌双擎
E+两款外插充电式混合动力版车
型；本次广州车展重磅首发的3款车
型均采用HEV混合动力版本进行展
示。除此之外，广州车展现场还为中
国消费者带来了外插充电式混合动
力结构模型，以及PCU电控单元等
一系列电动技术展示物。

为了实现“2030年电动化车型
销量达到550万辆以上”这一目标，

丰田将在全球电动化技术发展速度
最快的中国，进一步加快技术研发步
伐。丰田计划于2020年首先向中国
市场投放量产纯电动车型，其中首款
车型便是以C-HR和奕泽IZOA为
原型的纯电动SUV。自2020年起，
丰田会在全球范围陆续推出10款以
上的纯电动车型，并逐步提高核心

“三电”：电机、电池、电控单元的国产
化比率。

2017年，丰田汽车在中国大陆
地区市场销量达129万辆，同比增长
6%，连续5年刷新销售纪录。今年
初，丰田设定了2018年在中国销量
达到140万辆的目标。从今年1至
10月的完成情况以及中国市场的整
体环境来看，完成这一目标虽然具有
挑战性，但在合资伙伴和经销商的共
同努力下，丰田相信这一目标能够顺
利达成。面对持续增长的中国市场，
丰田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为中国的
汽车社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全新COROLLA卡罗拉

全新LEVIN雷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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