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域城市：
实用车型引领江西车市

“纵横赣鄱·引领绿色新生活”是本届汽车巡展的主
题。本届巡展呈现三大特点：一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媒
体和单位对巡展非常重视；二是汽车企业参与巡展积极性
高涨；三是消费者对巡展的广泛认可。几年来，汽车巡展
在服务基层群众的同时，有力拉动了我省县域级城市群，
蕴含巨大潜力的内需市场，成为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一座
桥梁。我们将在继续巡展江西省内县域城市的工作中，不
断提高车展规模档次与服务品质，与各大品牌强强结合，
力争打造符合国际标准的汽车巡展活动。

在本届汽车巡展上，各大品牌车型的热销再度见证
了县区市民强劲的汽车消费力。据统计，来自江铃汽
车、陆风汽车、江铃新能源、北汽昌河、一汽大众、长安福
特、北京现代、上汽通用雪佛兰等品牌累计售车近千
台。其中，非常适合区县的道路环境的类似 SUV、MPV
和跨界车等车型，在区县大放异彩，格外受到当地市民
的垂青。面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创
新引领”、“交通强国”、“绿色发展”等一系列产业背景，
有业内专家表示，从江西日报主办的汽车巡展四年来
看，我省汽车产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本土汽车生产
企业，江铃、陆风、北汽昌河、汉腾等一批省产自主品牌
汽车正快速发展壮大。

江西县域城市市民最钟爱什么车型？各大县域城
市的销售数据显示，类似SUV、MPV和跨界车等车型，非
常适合县域城市的道路环境，而广受县域城市市民垂
青。其中，10—15万价格区间的各类入门级及紧凑型车
型最为热销。盘点销售数据，合资品牌中的一汽大众、
长安福特、北京现代、上汽通用雪佛兰等合资品牌格外
热销；自主品牌中的江铃汽车、陆风汽车、江铃新能源、
北汽昌河等品牌均受追捧。

畅销车型榜单上，江铃驭胜 S350、S330、陆风 X2、
X7、江铃新能源汽车E160、E200、E200S、北汽昌河Q25、
Q35、M50等自主车型销量表现抢眼；合资车型方面，一
汽大众速腾、迈腾、高尔夫、长安福特翼博、翼虎、锐界、
上汽通用雪佛兰科鲁兹、探界者、北京现代索纳塔、等合
资车型销售非常火爆。具有油耗低、空间大、底盘高、动
力强、价格低等特点的家庭经济型的多功能车型，最受
区县市民关注。如驭胜 S350、S330、E200、E200S、陆风
X2、X7、北汽昌河Q25、Q35等车型，表现抢眼。各款热
销车型，非常适合县域城市的道路环境，对区县乡镇消
费者来说，是非常实用的车型。

汽车巡展：
爆款新车型只为你而来

不少读者要求介绍巡展中的热销车型。应广大读
者需求，我们采集了2017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
上，部分热销爆款新车型有关信息，以飨读者。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一：一汽大众迈腾。一汽-大
众 2018款迈腾新车旗舰型配备 9.2英寸液晶屏幕，舒适
型和领先型可选装空气净化过程可视化，
搭载 1.4T/1.8T/2.0T 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 150/
180/220 马力，匹配 7 速

干/湿 式
双离合变速箱。该

车可以说是现在B级车的标杆，
换代十分成功，销量上基本压制
老对手帕萨特，根正苗红的出身
和年轻动感的设计使它吸引部
分年轻消费群体，此番改款在价
格不变的情况下丰富了配置，
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 B 级
车龙头之位。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二：
长安福特翼博。长安福特2017款翼博搭载1.5L/1.0T发
动机共有6款车型可选，2017款翼博在原有车型基础上，
新增了自动防眩目内后视镜、多功能行车电脑、自动雨
刷、胎压监测、日间行车灯、前排侧气囊等配置。新车继
续搭载 1.5L发动机，其最大功率 110马力，峰值扭矩 140
牛·米，此外还有一款1.0T三缸涡轮增压车型可选，其最
大功率125马力，峰值扭矩170牛·米。传动系统方面，手
动挡车型配备五速手动变速箱，自动挡车型配 6速双离
合变速箱。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三：上汽通用雪佛兰探界者。
上汽通用雪佛兰探界者新车采用 1.5T和 2.0T两种动力
配置，是雪佛兰在北美地区最畅销的车型之一，探界者
全系标配了发动机自动启停、主动进气格栅、智能无钥
匙进入、发动机一键启动、标配7寸及以上多点触控彩色
液晶屏、蓝牙系统、后排双USB接口、ANC主动降噪系
统、AppleCarPlay 或 Baidu CarLife 车载互联系统等实用
配置。动力方面，探界者提供 2.0T+9AT/1.5T+6AT两
种动力组合。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四：江铃驭胜S330。江铃驭胜
S330车型装备了电动天窗、自动大灯、感应雨刷、电子防
眩目内后视镜、四门车窗玻璃一键升降、行车电脑显示
屏、仿皮座椅及倒车影像（可选装全景影像）等配置。动
力方面，该车依然搭载一台 1.5T发动机，传动系统匹配
的是一台 6速手动变速箱。专家指出，增加的这款手动
挡车型，是目前在售的手动挡车型中配置最高的一款，
这样可以有效扩充受众群体，让该车性价比提升的同时
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五：陆风汽车X7
劲越。陆风X7劲越新车在外观设计上进

行了升级，前进气格栅
采用了熏黑处理，格栅与大灯组相
连，整体感很强。同时，前大灯组内
部光源也进行了重新设计。陆风X7
劲越的侧面保持了老款车型的线条，
并换装了全新样式的双色轮圈。新

车针对挡把造型进行了调整，其大尺
寸中控显示屏、空调控制区及多功能方
向盘等部分都得以保留。动力方面，新
车搭载了一台 1.5GTDI 发动机，最大功
率 163马力，峰值扭矩 250N·m。传动方

面与之匹配的将是盛瑞第二代8速自动变速箱。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六：江铃新能源车E200S。江

铃新能源E200S纯电动车新车共推出舒适型和豪华型两
款车型，官方指导售价分别为13.28万元和13.58万元，补
贴后售价分别为 4.98万元和 5.28万元。新车采用高性
能三元锂电池，续航里程达 152公里，全新的前脸设计，
E200S更显得年轻。E200S大灯内部带有透镜搭配LED
示宽灯，显得精神饱满。内饰方面，E200S中间采用一块
全液晶仪表盘，可实现电压、电流、电量、车速、转速、电
机控制器温度、行驶里程各类数据的显示，提高行车过
程中的实时监控；配置方面，新车还将搭载车载智能系
统、倒车影像、导航、360°全景影像、蓝牙以及自动空调等
多项实用配置。

汽车巡展爆款车型之七：北汽昌河Q35。北汽昌河
Q35 全系搭载 1.5L 发动机，该车的设计理念借鉴自奔
驰，包括圆形出风口，悬浮式液晶屏等设计，而新车的三
辐式多功能方向盘以及上、中控台面板等都融入了大量
碳纤维装饰，运动感更强。Q35配备有多功能方向盘、定
速巡航、电动折叠后视镜、天窗、LED 日间行车灯等装
备。此外，昌河Q35根据配置不同将会配备两种尺寸、
三种样式的轮圈。安全性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
ABS+EBD、刹车优先、前排双气囊、溃缩式转向柱、中控
锁、油路自动切断系统、ISOFIX儿童座椅接口等。新车
全系搭载1.5L自然吸气发动机，其最大功率为85kW，峰
值扭矩为148Nm。传动系统匹配5速手动和4速自动变
速箱。 （本报记者 吕宙巡）

看汽车巡展上的爆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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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资讯CAR
工信部发布第10批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官方网站发布了第301批
《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申报本批《公
告》的汽车、摩托车、低速汽车生产企业共计 631户，新
产品共计2400个。据了解，经企业准入条件考核，本批
公告共批准新设立专用汽车生产企业 5户。经技术审
查和产品公示，共有588户生产企业（其中：汽车生产企
业556户、摩托车生产企业32户）的2130个产品（其中：
汽车产品 2068个、摩托车产品 62个）符合国家有关规
定和技术要求。依据同一型号判定原则归纳后，通过
技术审查的产品共计1766个（其中：汽车产品1717个、
摩托车产品 49个）。同时，本批公告中发布了《新能源
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目录（2017年第 10批）》，共包
括 85户企业的 159个车型，其中纯电动产品共户企业
155个型号、插电式混合动力产品共3户企业3个型号、
燃料电池产品共1户企业1个型号。 （江 文）

一汽大众：
新高尔夫三款车型全国同步上市

11月5日，从一汽-大众汽车厂方获悉，该品牌旗下
新高尔夫、新高尔夫R-Line、新高尔夫GTI三款产品11
款车型，在广东佛山大众生产线向全国发布上市。据了
解，新车与现款车型售价保持了一致，一汽-大众汽车公
司总经理刘亦功表示，以“燃 就现在”为主题的新高尔
夫打破常规，追忆高尔夫43年的产品历史，让时光倒回
1974年，乔治亚杰将折纸理念与高尔夫外形设计结合，
首创“掀背”设计，赢得了全球3300万车主的青睐，该车
是一汽-大众创新与品质的标杆，是运动与活力的代
表。业内人士指出，新车搭载了 1.6L、180TSI、230TSI、
280TSI、380TSI五款发动机，与之配合的是 5速手挡、6
速手自一体、7速DSG双离合变速箱，新车继承了高尔
夫家族的运动基因，动力性能依旧稳定而出众。（方 朋）

汽车零整比系数上升
养车成本提高

近日，从中汽协获悉，在北京发布第八期 100款常
用车型汽车零整比数据，汽车零整比系数较上一期总
体上升。汽车零整比系数，也就是所有汽车零部件价格
之和与整车价格的比值，比值越大，说明该车型维修保
养成本越高。最新一期数据显示，汽车零整比系数最高
的车型为奔驰GLK级，为 827.58%；最低的车型为力帆
620，为155.12%。对比上期数据，100款常用车型中，汽
车零整比系数上涨的有60个车型，下降的有29个车型，
其余11个车型数据无变化。就上涨幅度较大的前五个
车型进行分析，这五个车型零整比系数平均上涨21.65
个百分点，整车所有配件价格平均上涨29525.37元。而
常用配件负担指数上涨的有32个车型，主要集中在30
万元以下价格区间。业内人士提醒消费者，在购车时可
以参考相关车型的汽车零整比系数以及常用配件负担
指数，尽量降低将来的养车修车成本。 （梓 迅）

新能源汽车2030年
将占全球新车销量近半

近日，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 2030年，新
能源汽车将占到全球新车总销量的近一半。报告所说
的新能源汽车除了纯电动汽车以外还包括油电混合动
力汽车，例如丰田普锐斯，以及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例如雪佛兰Volt等。据了解，目前新能源汽车仅占全
球新车市场的 5%，但该报告预测，到 2030年这一比例
将增至 48%。该报告称，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正以每
年 20%左右的速度下降。目前成本大约是每千瓦时
150美元，预计到 2025年将降至 80至 106美元，2030年
将降至 70至 90美元。该报告称，到 2021年，电动汽车
十年内的购买和使用成本将下降到比性能相当的内燃
机汽车还低的水平，届时使用总成本也将下降。此外，
2020年后，许多国家将实施更为严格的环保目标，这将
推动汽车制造商增加某种形式的电动功能，如混合动
力汽车，以减少废气排放。 （王 华）

南昌二手车市场
加快“退城进郊”步伐

近年来，随着南昌市城区面积快速扩大，原位于城
郊的部分专业大市场，早已成为城区随着南昌市城区
面积快速扩大，原位于城郊的部分专业大市场，早已成
为城区中心，这些市场不仅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商业发
展规划不相适应，也给城区交通及管理带来了巨大压
力。早在 2002年，南昌市就已提出了大物流、大商圈、
大市场“退城进郊”的规划。目前，在政府有力推动下，
南昌二手车市场加快“退城进郊”步伐。近日，南昌市
就推动二手车“退城进郊”展开专题调研。调研组认
为，必须尽快彻底解决南昌市二手车市场“乱”的历史
遗留问题。把江西国际汽车广场这类规模大、功能全、
服务优的大型市场搞起来，用起来，树立成标杆型市
场。有政协委员建议，相关部门应在符合网点规划的
市场，提供二手车交易、纳税、登记和保险等“一站式”
服务。专家认为，加强二手车规范管理，要做到有序管
理、智慧管理，围绕“治”这一中心任务，对二手车行业
小、散、乱等问题不予余力的推进整治工作。 （周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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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话题CAR REMENHUATI

今年 9月，北汽昌河在青岛车展上
新发了一款全新 A 级轿车——北汽昌
河A6。10月 31日，北汽昌河汽车销售
公司有关负责人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表
示，该款全新轿车A6的外形亮丽抢眼，
整车设计从内到外都饱含运动气息，并
将于今年年底前正式上市。

全新北汽昌河A6的设计理念来源
于景德镇的陶瓷艺术，整车流线型设
计，运动感较强，颜值吸睛度颇高。该
车对比目前市场上热销的朗逸、英朗优

势突出。2672mm 的轴距，对于 A 级轿
车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另外，车身低
趴、融合超跑的设计，营造更强的运动
感。此外北汽昌河 A6 还配备黑橙、黑
红两种内饰配色，双色搭配更显时尚
感。功能方面，中控以悬浮设计为主，
方便驾驶员操作，更提升了驾驶的安全
性。

拉开北汽昌河A6驾驶舱门，前后排
都拥有比较舒适的空间感受。座椅设计
符合人体工学，腰线两侧提供不错的包

裹性。后排中间配备枕头，提升中间乘
客的舒适度，同时对颈部起一个支撑的
作用。业内人士指出，这是一款可以代
表省产车北汽昌河整体产品实力提升的
全新车型，这与北汽集团的双品牌战略
密不可分。该车配备的是CVT无极变
速器，换挡流畅。搭配北汽集团自主研
发的 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高大功率
85kW最大净扭矩 142N.m，最高时速可
达170km/h，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吕宙巡）

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在上高县圆满收官，SUV、紧凑车型家轿受欢迎——

我省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汽车年度盛会——第四届江西县域城市汽车巡展送车下基层公益活动，于今年9月2日从东乡出
发，分别走过南城、武宁、修水、安福、永丰、丰城、鄱阳、余干，11月5日在上高县完美收官。所到之处，受到基层群众的广泛欢迎。

本届汽车巡展公益活动的成功收官，组委会特别致谢参展的各县（市）委、县（市）政府和相关部门、单位，以及所有为巡展默
默奉献的人们。由江西日报社主办的汽车巡展，为广大县域城市基
层群众提供了在家门口享受购车便利和实惠的机会。

省产车：北汽昌河全新时尚轿车A6
新车速递CAR XINCHESU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