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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1 日，Jeep 品牌旗下全新指挥官
PHEV、全新 Jeep大指挥官和全新 Jeep牧马
人携全系车型亮相长沙市黑麋峰滑翔伞基
地。当天，“Camp Jeep品质之旅”在这里举
行。现场设置了丰富多元的互动项目，活动
中，Jeep的强劲动力、专业四驱操控及高安
全工艺品质所构建的全路况能力让参与者
们频频称赞。

长期以来，Jeep致力于让车主在购车之
后能够充分享受到 Jeep Life式的生活,从而
为购车用户创造不可复制的增值体验。深
厚的底蕴、鲜明的个性，使得 Jeep一直有着
大量忠实拥趸，如今，Jeep家族的产品序列
更加丰富，选择范围更为多元，致力于满足
广大消费者更丰富的用车需求和个性化需
求。 （谭遇祥）

12月 21日，“吉利 ICON先享见面会”在
湖南帝豪吉利4S店举行。众多媒体嘉宾、新
老客户共同见证吉利 ICON长沙首发亮相。

作为全球领先BMA架构下的一款新车，
吉利 ICON造型前卫科技，概念车还原度高
达 90%。新车在“设计、动力、操控、空间、科
技”上实现全面一代的领先，与众不同的未

来感设计与智慧科技实力结合，以探索的印
记成为全球化的偶像符号。吉利 ICON自广
州车展首次亮相以来，就受到了许多车友的
青睐。湖南帝豪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2
月初展车到店后，短短的几周时间，已累计
收到超过100份的用户订单。

（谭遇祥）

12月23日，以“鉴质 见美”为主题的“启
辰星航班头等舱体验之旅”在长沙举行。东风
启辰市场部副部长熊发明，东风启辰商品规划
部首席商品专家、总经理顾问吴越出席活动。
据悉，作为东风启辰品牌重点车型——启辰星
已定档 2020 年一季度上市。

启辰星定位为“A+级 SUV头等舱”。新
车不仅搭载了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同时也
是启辰旗下首款使用 48V轻混系统的车型，

百公里综合油耗可降低至 6.1L。此外，启辰
星还拥有 BOSCH ESP9.3 系统以及 13 项主
动安全辅助功能，且支持 L2级别的智能驾
驶。

吴越表示，启辰星是东风启辰经过三年
多的准备，带来的承载着品牌对主流和高价
值理解的重磅车型，相信汇集48项技术亮点
的它，可以定义2020年新一线轻中产的驾乘
新标准。 （何尚武）

何尚武

“以全球技术、合资品质、中国定制为核
心竞争力，启辰星的亮相宣告东风启辰的发
展再次迈上一个新的高度。”

12月25日，天津市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
内座无虚席，当天，东风启辰“从容之上·鉴未
来”启辰星综合品鉴会（VSA智能模块架构专
场）在此举办。据了解，此次专场活动的主角
——VSA智能模块架构，是由东风启辰汇集
全球智慧，为中国消费者专属打造的智能化
造车体系。她集全球技术、合资品质、中国定
制DNA及品牌九年积淀于一身，将以五大造
车特性，将全面满足未来智能时代中国消费
者多样化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大咖云集，
权威解读共襄年底启辰盛宴

作为凝聚东风启辰九年造车积淀的全新
造车架构，VSA智能模块架构自今年广州国
际车展上发布以来，便以智能化、高效能、操
控性、舒适性和安全性五大全新造车特性吸
引了无数媒体和消费者的关注。而此次启辰
星综合品鉴会（VSA智能模块架构专场），更
吸引了来自跨圈层众多重量级媒体到场参观
了解 ，其强大魅力可见一斑。

活动现场，作为 VSA 智能模块架构中
VSA-L平台下首款力作，同样首发亮相于今
年广州车展的东风启辰全新SUV旗舰车型启
辰星，当仁不让成为全场最瞩目的焦点，吸引
众人前来合影留念。拥有48项技术亮点，身

为“A+级SUV头等舱”的启辰星，有颜、有料、
有趣还有范儿，遵循全新混元美学设计打造的
高档全新造型让整车魅力尽显，保障合资品质
与先进技术搭载的联盟技术加持更让驾乘无
忧。同时，头等舱级的丰富智能智趣科技装备
让用车生活充满便利，而头等舱级超大空间和
座椅更为消费者提供了越级舒适体验。

除了启辰星，汽车界各路专家的出场也
让活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国内知名
汽车垂直类网站汽车之家代表人陈述先生，
就大数据下的中国汽车市场趋势做主题演
讲，分析中国汽车市场未来发展趋势；东风日
产技术中心启辰品牌开发总监、东风启辰项
目管理部部长王峰，为众人详细解读了VSA
智能模块架构及VSA-L平台优势；全球顶级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供应商之一的博世，其产
品经理金雪女士则带来了启辰星ESP系统匹
配与调教的故事，力证东风启辰严苛研发标
准下的极致品质。

在活动最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
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了启辰星先前的多个测
试实验视频，并分别得出综合油耗 6.05L/
100km、操控稳定性测试和NVH测试评定良
好的权威认证。从测试结果上看，无论是油
耗动力、操控性能还是静音效果，启辰星都有
着出色表现，也更贴合中国消费者的用车需
求。据了解，启辰星将于明年一季度上市，届
时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加从容、舒适的用

车生活体验。
本次品鉴会活动，东风启辰用硬核技术为

各界媒体献上丰盛的“年底盛宴”。有媒体现
场表示，随着日后VSA智能模块架构下各平台
全新车型的持续导入，全力深耕中国市场的东
风启辰将拥有毋庸置疑的强劲发展动力。

智造未来，
九年积淀谱写新十年发展篇章

全球汽车产业历经多年发展，竞争早已
进入白热化状态。而随着汽车产业的不断调
整和消费的持续升级，如何打造差异化产品，
并紧随市场发展趋势，成为众多车企面临的
首要课题。尤其是在当下，国内汽车市场进
入结构调整阶段，打造强大核心竞争力成为
车企应对风浪的有力武器。

作为东风大体系内的自主品牌，东风启
辰可谓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造车基本

功方面，东风启辰背靠“雷诺-日产-三菱”联
盟全球领先技术优势及平台，与东风日产共
线生产，秉承相同的严苛技术标准及测试标
准，造车品质及实力向合资品牌看齐。而全
新的VSA智能模块架构，更是东风启辰站在

“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巨人肩膀上，立足于
多年传统造车实力的积淀，同时针对中国本
土消费者多元化用车需求，精准洞悉中国及
全球汽车市场未来发展趋势，量身定制而成
的领先造车体系，综合实力不容小觑。

据王峰介绍，VSA智能模块架构共涵盖
VSA-L、VSA-C、VSA-E三大平台，全面覆盖
新能源车和燃油车，是全球技术、合资品质及
中国定制的杰出呈现。拥有“雷诺-日产-三
菱”联盟全球品质的VSA智能模块架构，沿
袭联盟品质基准体系，开发团队来自日产全
球四大技术中心之一，搭载工厂为联盟顶级
标杆制造基地。除此之外，开发团队还积累
了16年中国现地经验，对中国复杂环境及消
费者需求拥有精准把握，可以针对中国市场
量身定制高价值产品。

以合资标准和中国定制为基石，VSA智

能模块架构集灵活性和前瞻性于一身，以智
能模块化平台解决方案，带来智能化、高效
能、操控性、舒适性和安全性五大全新造车特
性，全面满足未来智能时代中国消费者多样
化的高品质出行需求。

智能化方面，VSA智能模块架构采用了
前瞻的电子电气系统架构布局，可全面适配
5G/V2X 时代的自动驾驶功能，将逐步带来
L2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功能；而高效能方
面，“雷诺-日产-三菱”联盟内的多种类高性
能发动机的适配搭载，及采用轻量化材料、领
先空气动力学设计等，可有效降低油耗及能
耗，让出行更为高效节能。

在操控性的打造上，VSA智能模块架构
还针对中国复杂路况进行了底盘技术优化升
级，以多类型悬挂及先进的ESP技术保障操
控时安全与乐趣并存；在舒适性上，通过高度
灵活的车身结构设计及遮音、吸音材料的运
用，同级领先的车内空间及静谧性共同为驾
乘舒适性加分。而在最为重要的安全方面，
VSA智能模块架构通过整车94%的高强钢使
用比例、全面安全驾驶辅助系统及六安全气
囊等安全装备的配备，构建主被动安全双重
保障体系，时刻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

VSA智能模块架构的诞生，是东风启辰
依托强大技术后盾、全球竞争力分析数据库
及合资级造车水平，针对中国消费者用车偏
好交出的一份答卷，同样也是东风启辰自身
实力的彰显。汇集灵活性与前瞻性两大智能
造车优势，它不仅链接了消费者，以无忧、智
能的多样出行方案满足各类需求，同时还以
硬核实力为支撑，刷新了东风启辰极富创造
力的品牌形象认知。释放“雷诺-日产-三
菱”联盟合资高品质底蕴，东风启辰以VSA
智能模块架构总结了过去九年的造车积淀，
更为未来的新十年发展绘出宏伟画卷。

以技术推动品牌升级，以产品焕新品牌
形象，东风启辰用新产品、新技术、新体验、新
服务为自身发展的新十年进行谋篇布局。“从
容之上·鉴未来”，东风启辰不仅用VSA智能
模块架构推动未来自主品牌制定正向研发标
准，同时也为中国消费者开启了全新的有颜、
有料、有趣、有范儿的VIP级从容驾乘体验。
面对中国消费者，拥有更多样化产品矩阵和
更富质感用车生活的东风启辰，也必将赢得
他们的青睐。

启辰星品鉴会登陆长沙 新车将于明年一季度上市

累计订单过百 湖南帝豪举行 ICON先享见面会

“Camp Jeep品质之旅”长沙站落幕

启辰星启辰星，，一款天生舒适的一款天生舒适的A+A+级级SUVSUV
全球技术全球技术、、合资品质合资品质、、中国定制中国定制

嘉宾为启辰星点赞。

启辰星。

启辰星综合品鉴会（VSA智能模块架构

专场）活动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东风启辰供图）

圣诞节刚过，位于河西汽车城的兰天
集团迎来了一位特别的贵宾——张霞女
士，她是兰天集团东风日产品牌 2019 年
度售出的第 20000 台新车——第七代全
新天籁的主人，这也创造了兰天集团单
品牌销售的纪录。12 月 26 日，兰天集团
2019 年度东风日产品牌第 20000 台交车
仪式在兰天集团河西汽车城举行，东风
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陈昊，东风日
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销售部部长王保
军，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等相关领导
和嘉宾,在此共同参与并见证了兰天集团
2019 年东风日产品牌第 20000 台新车的
交付。

从去年 7月份算起，国内车市已经出
现连续第17个月负增长。2019年，东风日
产却在车市寒冬中保持正向增长，2019年

10月份在湖南市场首次开票市占率第一。
1-11月，东风日产累计终端销量突破百万
台，比2018年提前5天，这已是东风日产连
续五年销量破百万。

而作为东风日产湖南市场的重要经销
商伙伴，兰天集团目前拥有16家东风日产
专营店。单集团单品牌全年销售 20000台
的成绩也着实让东风日产其他经销商羡
慕。在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华看来，除了
品牌对集团的信任、支持外，数以千计兰天
人的真诚、汗水、担当与服务，才撑起了数
以万计汽车客户的信赖。

据了解，兰天集团东风日产品牌从成
立，到扩店，再到实现年销 20000 台的成
绩，当中精彩花絮不胜枚举。比如，兰天第
一家东风日产专营店，从签订合同到开业
仅仅用了 76 天时间，便建成了全国标准

店，开业第一个月，该店还进入了东风日产
内部教课文本；开业首月，销售新车 167
台，这个成绩在当时，在全国，包括北京、上
海都是没有的。

事实上，兰天集团东风日产品牌年销
新车两万台，只是东风日产基盘用户 1000
万的一个缩影。汤国华向笔者表示，随着

兰天集团东风日产品牌 2019 年第 20000
台新车钥匙交付到车主手中，兰天集团也
将一如既往紧跟东风日产品牌的发展步
伐，立足于互利共赢，切实把握市场机遇，
用服务、品质、责任、使命为东风日产湖南
的客户带来最全面舒适的购车驾车生活
体验。 （何尚武）

车市“寒冬”彰显湘商力量
兰天集团今年第2万台东风日产新车完成交付

吉利 ICON。（湖南帝豪4S店供图）

东风启辰市场部副部长熊发明。

兰天集团东风日产品牌2019年度第2万台新车交付现场。（兰天集团供图）

全新 Jeep牧马人。 （广汽菲克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