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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第十三届中国（长沙）国
际汽车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落下
帷幕，作为湖南本土汽车品牌，猎豹汽车
以“双驱联发”为主题，携包括猎豹 CS9�
1.5T、 猎豹 CS9� EV 两款新车在内的强
大阵容参展。 两款新车也于车展正式上
市，凭借充沛动力与智能配备，将满足年
轻消费者多样化的用车需求。

据介绍， 作为猎豹汽车专门为年轻
一代打造的个性座驾，猎豹 CS9� 1.5T 无

论从造型设计、智能科技、动力配置，还是
整车安全方面， 都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实
力， 将带来动感不凡的用车体验。 猎豹
CS9� 1.5T 最大功率为 150 马力（110 千
瓦），最大扭矩为 210N·m，匹配 6 挡手动
变速箱和 CVT 无级变速器，拥有更加充
沛的动力输出，同时增加换挡平顺性和驾
乘舒适感，百公里油耗仅 7.3 升。 动力更
高效，加速更轻松，可满足不同年轻消费
者的驾驭需求。

与此同时， 猎豹汽车新能源车型
CS9� EV 也在本次车展上市并公布价格。

作为猎豹汽车全面布局新能源细分市场
的战略产品， 猎豹 CS9� EV 搭载了一台
最大输出功率为 90kW 的电动机， 匹配
容量为 48.18KWh 的电池组， 该车最高
时速可达 130km/h，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
达到 255km， 等速最大续航里程则能达
到 310km， 超长的续航里程足以满足用
户日常需求，降低消费者出行成本。

从军队中起航，历经四次创业征程，
重返整车业务后， 猎豹汽车始终迎难而
上，不断突破创新。 近几年来，猎豹汽车
始终坚持以“创新发展、企业之魂”为发
展理念，坚持以“节能、新能源、智能、网
联”为产品发展方向，推出的一系列明星

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和认可，正式投产的
长沙新工厂， 紧跟工业 4.0 制造潮流，引
进全球领先的生产工艺，这将驱动猎豹汽
车深耕汽车产业的发展之路，并带动湖南
制造业的整体发展。

与此同时，猎豹汽车积极响应国家信
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战略任务，在工艺
数字化和信息集成化方面，与联想工业大
数据联手，运用大数据计算、数据集成、工
业物联网集成、 可信计算引擎等数字化、
信息化平台，以数据为引擎，深挖和探索
工业生产数据价值，推进“R50 战略计划”
不断深入。

(何尚武 谭遇祥)

猎豹汽车
携多款明星产品亮相长沙车展

在日前落幕的长沙车展上， 东风日产携全新
KICKS 劲客，以及天籁、轩逸、楼兰、奇骏、逍客等车型
强势登陆。 车展现场，东风日产进一步诠释了“i- 动力
计划”以及全新官方认证二手车品牌“东风日产·及新
车”，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专职副总部长兼业务发展
部部长洪浩也向现场媒体介绍，全国首家“东风日产·
及新车”零售中心即将落户长沙，

东风日产 i- 动力计划致力于燃油动力与电动动
力的效率最大化，使车辆更环保、更高效，并赋予消费
者更富激情的驾驶体验，是打造“零排放”社会的整体
解决方案。 i- 动力计划的发布，标志着东风日产智行
科技 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 行动元年正式开
启。在行业层面，东风日产以 i- 动力计划塑造“智能汽
车生活引领者”形象，从燃油动力、混合动力、电动动力
三大领域， 全面引领汽车行业进入新时代； 在企业层
面，从计划到行动，从概念到产品，东风日产贯彻“i3
计划”， 承接全球日产智行科技 Nissan� Intelligent�
Mobility 战略，实现品牌由“年轻化”向“智能化”全面
进化；在消费者层面，随着 i- 动力计划的实施，东风日
产会将更智能、更先进的技术导入中国市场，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选择，带来更精彩、更令人兴奋的智能化人·
车·生活。 同时，东风日产将在明年为大家带来一款搭
载 EV 技术的纯电动汽车，迈出实现“零排放”愿景的
第一步。

为解决消费者对二手车品质、价格、保障方面的疑
虑，东风日产秉承“技术日产 人·车·生活”的主张，在
本次长沙车展上带来全新官方认证二手车品牌“东风
日产·及新车”， 以准新车的销售和服务标准开启中国
购车新选择。“东风日产·及新车”将打造与新车一致的
售后保修标准，作出贴近新车产品质量保证，提供比肩
新车的销售服务， 带来与新车车主同等的尊贵服务体
验，全方位向新车看齐，为中国消费者带来准新车标准
的第三类购车选择。 据介绍，2018 年“东风日产·及新
车”将在全国布局 60 家门店，到 2022 年销售网点将
超过 500 家，其中，首家“东风日产·及新车”零售中心
将落户长沙，于 2018 年年初开业。 （何尚武 谭遇祥）

首家“东风日产·及新车”零售中心将落户长沙

12 月 19 日， 广汽三菱首款插电式混合
动力 SUV 祺智下线暨上市发布会在湖南长
沙广汽三菱总装车间隆重举行。 湖南省委常
委、 副省长张剑飞等省领导， 长沙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文浩等市政府领导，广汽集团总经
理冯兴亚、三菱汽车（中国）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下里俊尔等股东方代表， 广汽三菱董事
长陈茂善等相关领导， 广汽三菱全国经销商
及供应商等合作伙伴参加了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长沙市委副书记陈文浩谈
道：“祺智新能源车成功下线， 开启了合资汽
车企业新的‘双品牌’时代，为长沙优化汽车
产业结构、抢占汽车产业高端、打造优势产业
集群注入了强大动力。 ”

首款合资插电式混合动力新能源 SUV，
祺智正式开启了广汽三菱的“新能源时代”。
祺智售价为 20.98—21.98 万元，享受国家及
地方补贴后价格可优惠至 17.38 万元（注：补
贴以 2017 年深圳为例）， 搭载了成熟稳定的
双擎三模动力系统， 并背靠广汽三菱的高品
质“智造”，将成为敢于尝鲜、享受新潮技术的

“都市智者”的不二之选，在未来新能源汽车
市场上树立新标杆。

落地“新能源”战略，创汽车
产业合资事业新高度

作为“汽车湘军”的领军，广汽三菱自成
立以来，一直深耕湖南，稳步发展，成为了湖
南汽车产业的“名牌”。 作为首款合资企业插
电式混合动力 SUV———祺智，它的面世体现
了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也
将助力湖南实现建设“智能化、高端化、绿色
化的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愿景。

凝聚广汽集团精湛匠心之道， 传承三菱
汽车百年世家品质，祺智可谓“身出名门”。在
中国合资企业三十年发展的征途上， 祺智以
首个合资品牌导入中方股东产品的形式，敢
为人先，成就了合资车企股东双方平等互利、
共赢发展的首个行业典范， 创汽车产业合资
事业新高度。

对于广汽三菱而言， 祺智的面世同样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五年十款新车”产品
导入计划的第三款车型，祺智的上市，不仅践

行了企业一直以来倡导的“创新汽车生活，守
护绿色地球” 的企业理念， 更成就广汽三菱

“三项第一”，即———第一家“双品牌战略”正
式落地的合资车企， 第一家同时导入两家母
公司产品的合资车企； 第一家品牌车型同渠
道销售的合资车企。

集动力、科技、安全、空间于
一体，带来互联、智能科技体验

保护环境是每个企业的社会义务， 早在
成立之初，广汽三菱就提出“新能源”战略，希
望通过专业的新能源产品， 号召更多人低碳
出行。而今祺智以“祺享互联，智领潮流”为主
题上市， 将让消费者体验到新能源车节能环
保、绿色出行的生活方式，感受互联、智能科
技带来的全新驾驶体验。未来，广汽三菱也将
通过深耕新能源领域，构建人、车、生活的有
机生态模式， 最大程度传递新能源产品为生
活所带来的价值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广汽三菱引以为傲
的首款新能源战略车型， 祺智在不改变消费
者用车习惯的前提下，兼顾长短途用车需求，
为车主带来新能源车特有的超低油耗体验，
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仅 1.8L， 总续航里程超
600 公里。 并且，在动力、科技、安全、空间等
方面更可谓做到行业领先。 其 20.98—21.98
万元的价格， 享受国家及地方补贴后最高可
优惠至 17.38 万元的售价（注： 补贴以 2017
年深圳为例），在上市当天就完成 100 台的交
车成绩，足见其未来的市场发展潜力。

“极智”动力，动力经济双重提升。祺智搭
载世界先进的二代 1.5L 阿特金森循环发动
机带来充沛动力，GCCS 燃烧控制技术带来
超低油耗； 而祺智的第二个心脏则是一块高
安全性、高能量比、高集成度的液冷三元锂电
池，使动力得以高效、持续地输出。在双擎“极
智动力”的加持下，再搭配上
国内首创 G-MC 机

电耦合系统， 祺智拥有强劲
动力的同时确保燃油经济
性。

“极智”科技，乐享智
能双屏时代 。 祺智搭载
T-BOX 智能互联系统，可
实现远程启动车辆上锁、车
辆定位、 车况查询等车身远
程控制。 并且，旋钮式电
子换挡、 电子手刹系统
AUTOHOLD、 无钥匙开
锁、一键启动等技术，为消
费者带来全新的互联、智
能科技体验。

“极智”安全，全方位安全保护。 祺智采
用 GAC 安全车身设计， 符合北美 SUV 车
顶抗压标准， 全系标配 ESP 车身电子稳定
系统、HHC 上坡辅助、HDC 下坡辅助系统、
胎压监测、六安全气囊等安全技术，力求给
用户带来“极智安全”保护。

“极智”空间，提升驾乘舒
适感。祺智拥有同级别最优
后排空间、兰博基尼设计
师打造的悬浮环绕式
360°内饰立体布局、更
配 备 后 排 风 口 及 双
USB 接口， 带来极智的
空间体验。

以祺智为开端， 在新
能源汽车的春天里， 广汽三
菱将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加快从“制造”到“智造”的全
新跨越。与此同时，深耕产品
导入计划和“新能源战略”，
不断丰富企业的产品矩阵， 优化消费者的出
行体验， 进化成为一家具备综合发展能力的
未来型整车企业。

祺享互联，智领潮流
广汽三菱首款新能源 SUV“祺智”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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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三菱董事 长 陈 茂 善
（左） 与丽新公司总经理黄永江
（右）进行祺智百台交车仪式

谭遇祥

12 月 16 日，一汽丰田全新皇冠全面革新而来，
在长沙车展上首发亮相。 据介绍，全新皇冠对不同级
别进行了差异化的配置升级， 让产品线层次更加简
洁清晰的同时，性价比和竞争力也大幅度提升。

与旧款相比，全新皇冠在外观、内饰和配置上有
了大幅提升，并在产品矩阵上有所变化，其中升级最
多的是运动版，不仅搭载了原高级别才有的 18 英寸
20 辐轮毂、235mm 轮胎、PVM 全景监控系统和雨
量感应式雨刮器等，还增配了换挡拨片，让其性价比
飙升。 同时其他级别也各有提升， 满足不同用户需
求。 例如时尚版，在外观和内饰共同进化的基础上，
将原有 17 英寸 5 辐轮毂变更为新设计的 17 英寸
10 辐轮毂，在时尚造型上，多了几分尊贵。

此次上市，全新皇冠不仅给人“藏势于内，释激
情于外”的运动体验，也让其优雅、年轻、自信、活力
的形象直抵人心。 全新皇冠上市之际，一汽丰田正式
启动“福惠双至新春感恩季”活动，多举措回馈客户。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 凡符合二手车认证
标准的 2 年及 5 万公里以内的卡拉罗、 威驰、 花冠
（EX）的车主购买皇冠，将享受按原车发票价格全额
回购政策， 同时享受 20%首付一年零利息或首付
50%一年内还完剩余 50%零利息的金融政策,其他用
户则可以享受最高 11000 元的置换补贴和两年期零
利率的优惠金融政策。 2017 年 12 月 1 日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期间，凡是购买全新皇冠的客户，将获赠
代步车险，安享无忧出行。 （谭遇祥）

日前，中国汽车“新势力”、致力于为年轻消费族
群打造专属品牌的君马汽车旗下首款轿跑 SUV�
S70，在众泰汽车长沙生产基地正式下线。 长沙市委
副书记徐宏源，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县委书
记曾超群，长沙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
张庆红等市区县领导，众泰集团副董事长、君马汽车
CEO 宋嘉、铁牛集团副总裁徐泽军、众泰集团长沙
基地总经理李黎等企业高管， 以及全国多家媒体出
席，共同见证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

据悉，长沙基地投入 11.5 亿元资金，对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车间进行自动、智能化生产线建设和
技术升级，并同时启动 S70 新车型研发。 历经两年
努力，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高标准生产线快速建成并
投入使用，首款战略车型大尺度轿跑 SUV———君马
S70 成功下线。S70 不仅是君马在轿跑 SUV 市场的
开局之车， 更代表着君马汽车的品牌形象和造车实
力，是君马汽车真正面对广大消费者、打开和立足车
市、开创未来的起点。 在 S70 下线仪式现场，宋嘉开
启了君马汽车“千名首席体验官计划”和“君马 S70
大尺度挑战”两大消费者活动。 尤其是“千名首席体
验官计划”，凡订车就可获得“3 年或 6 万公里超长
免费保养”，将受到年轻族群青睐。

目前，君马汽车已打造湖南长沙、山东临沂、重
庆、上海等多个基地和研发中心，随着君马 S70 的
下线，标志着君马汽车正式进入中国车市。 据悉，君
马 S70 将于 2018 年 1 月中旬正式上市， 相信届时
将会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 (谭遇祥)

君马首款轿跑 SUV S70
长沙下线 明年 1月上市

(本文由广汽三菱供图)

一汽丰田全新皇冠长沙亮相

猎豹 CS9EV 等多款
新车型在长沙车展亮相。

（长丰供图）

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专职副总部长兼业务发展
部部长洪浩在车展现场接受采访。 （东风日产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