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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在北京车展发起新车攻势育新机 开新局

本报记者 邹勇

伴随着途观伴随着途观 XX、、20212021 款款

柯珞克正式开启预售柯珞克正式开启预售，，以及以及

新辉昂重磅首发新辉昂重磅首发，，上汽大众上汽大众

展台成为北京车展中备受关展台成为北京车展中备受关

注的大热门注的大热门。。自自 99 月起月起，，上上

汽大众在多个细分市场发起汽大众在多个细分市场发起

强大的新品攻势强大的新品攻势，，始终为消始终为消

费者带来最新的用车体验费者带来最新的用车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上汽大众旗上汽大众旗

下新产品更关注年轻人的喜下新产品更关注年轻人的喜

好好，，升级诸多科技配置升级诸多科技配置，，提提

供个性化用户体验供个性化用户体验，，在细分在细分

市场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市场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

在本次车展上在本次车展上，，高端轿高端轿

跑跑SUVSUV途观途观XX首次亮相首次亮相，，其其

预售价格为预售价格为 2424..66 万万~~3030..66 万万

元元。。途观途观 XX 将将 SUVSUV 车型和车型和

CoupeCoupe 车型两者的设计风格车型两者的设计风格

融为一体融为一体，，造型霸气动感造型霸气动感，，

全系采用全系采用 R-LineR-Line 造型设计造型设计，，

彰显天生运动基因彰显天生运动基因。。新车搭新车搭

载了诸多首次亮相的高光配载了诸多首次亮相的高光配

置置：：贯穿式全贯穿式全 LEDLED 熏黑尾熏黑尾

灯灯、、智能矩阵式全智能矩阵式全 LEDLED 前大前大

灯灯、、2020 英寸对瀑式五辐铝合英寸对瀑式五辐铝合

金轮毂金轮毂、、全旅程驾驶辅助的全旅程驾驶辅助的

LL22级自动驾驶系统级自动驾驶系统、、哈曼卡哈曼卡

顿顿1010扬声器音响系统扬声器音响系统，，为在为在

意分秒享受的年轻用户带来意分秒享受的年轻用户带来

智能智能、、愉悦的驾乘体验愉悦的驾乘体验。。

新辉昂在整体上延续辉新辉昂在整体上延续辉

昂内饰豪华大气风格昂内饰豪华大气风格，，但在但在

细节上的变化赋予其独特的细节上的变化赋予其独特的

美学设计美学设计。。99..22英寸高档中控英寸高档中控

触摸式液晶屏触摸式液晶屏、、无边框式的无边框式的

设计使得中控台造型更加整设计使得中控台造型更加整

洁洁、、大气大气，，也营造了内饰领也营造了内饰领

先的科技感先的科技感。。

新辉昂配备的新辉昂配备的 22..00TT 纵置纵置

发动机搭载自适应空气悬架发动机搭载自适应空气悬架

组合组合，，可以让车身前后配重可以让车身前后配重

更加平衡更加平衡，，有利于提升车辆有利于提升车辆

操纵稳定性操纵稳定性。。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新新

辉昂还有辉昂还有 55 种驾驶模式和多种驾驶模式和多

种车身高度种车身高度，，能够对车身高能够对车身高

度和悬架软硬度进行手动调度和悬架软硬度进行手动调

节节，，为乘客提供更为舒适的为乘客提供更为舒适的

个性化驾乘体验个性化驾乘体验。。

此外此外，，还有多款年内上还有多款年内上

市的新车亮相展台市的新车亮相展台。。其中其中，，

途岳途岳20212021款与凌渡款与凌渡20212021款均款均

配备了智慧车联系统配备了智慧车联系统，，为消为消

费者带来更加时尚费者带来更加时尚、、潮流的潮流的

用车体验用车体验。。

位于斯柯达展台中央的位于斯柯达展台中央的

20212021 款柯珞克首发亮相并启款柯珞克首发亮相并启

动预售动预售，，其为车展特别打造其为车展特别打造

的金色涂装令人眼前一亮的金色涂装令人眼前一亮。。

升级而来的升级而来的20212021款柯珞克增款柯珞克增

加了电动尾门加了电动尾门、、打孔皮质座打孔皮质座

椅等配置椅等配置，，有效提升了日常有效提升了日常

使用的便利性使用的便利性，，带来更加超带来更加超

值的用车体验值的用车体验。。

20202020 年正值斯柯达汽车年正值斯柯达汽车

成立成立 125125 周年周年，，也恰逢品牌也恰逢品牌

入华入华1515周年周年。。在刚刚过去的在刚刚过去的

77月月，，上汽大众斯柯达品牌迎上汽大众斯柯达品牌迎

来来 300300 万辆产销量的重要里万辆产销量的重要里

程碑程碑。。自进入国内市场以自进入国内市场以

来来，，上汽大众斯柯达除了加上汽大众斯柯达除了加

速产品上新频率外速产品上新频率外，，在营销在营销

领域不断推陈出新领域不断推陈出新。。近期近期，，

上汽大众斯柯达开展了上汽大众斯柯达开展了““千千

元 补 贴元 补 贴 11 元 购元 购 ，， 好 车 不 怕好 车 不 怕

试试””活动活动：：即日起至即日起至1010月月2525

日试驾斯柯达日试驾斯柯达，，不论是购买不论是购买

斯柯达还是其他品牌斯柯达还是其他品牌88万万~~2020

万元车型万元车型，，都可以享受超值都可以享受超值

补贴补贴。。此外此外，，为了回馈用为了回馈用

户户，，上汽大众斯柯达还针对上汽大众斯柯达还针对

速派和明锐车型推出了终身速派和明锐车型推出了终身

免费基础保养系列惊喜礼包免费基础保养系列惊喜礼包。。

大众途观X、2021款斯柯达柯珞克开启预售，契合年轻人需求

上汽大众加快“年轻化”步伐

本报记者 张渊源

随着配备随着配备 eCloudeCloud 智能云智能云

电子架构的别克昂科威电子架构的别克昂科威SS、、全全

系共系共2222项升级配置的雪佛兰项升级配置的雪佛兰

新 探 界 者 和 搭 载 了新 探 界 者 和 搭 载 了 SuperSuper

Cruise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的超级智能驾驶系统的

凯迪拉克凯迪拉克 CTCT66 在北京车展上在北京车展上

惊艳亮相惊艳亮相，，上汽通用汽车充上汽通用汽车充

分展现出企业在推进高效驱分展现出企业在推进高效驱

动与智能互联科技领域的最动与智能互联科技领域的最

新成果新成果，，为消费者带来全面为消费者带来全面

聚焦聚焦““电动化电动化、、智能化智能化、、网网

联化联化、、共享化共享化””的创新汽车的创新汽车

产品和服务产品和服务，，引领未来智慧引领未来智慧

出行出行。。

别克展台上别克展台上，，由开创大由开创大

型豪华型豪华MPVMPV崭新格局的全新崭新格局的全新

一代一代 GLGL88 AvenirAvenir 艾维亚四座艾维亚四座

尊礼版领衔尊礼版领衔，，别克高端子品别克高端子品

牌牌 AvenirAvenir 艾维亚家族齐聚一艾维亚家族齐聚一

堂堂，，展现了别克跨越车型类展现了别克跨越车型类

别别，，以细节至美的专属设计以细节至美的专属设计

和引领潮流的智能科技和引领潮流的智能科技，，对对

豪华品质给予的细腻诠释豪华品质给予的细腻诠释。。

全球战略车型别克昂科全球战略车型别克昂科

威威 SS 是当下聚焦的热点是当下聚焦的热点，，其其

基于通用汽车中型豪华基于通用汽车中型豪华 SUVSUV

架构打造架构打造，，率先搭载了别克率先搭载了别克

eCloudeCloud 智能云电子架构智能云电子架构，，以以

全方位的产品力优势全方位的产品力优势，，为消为消

费者带来全新豪华费者带来全新豪华SUVSUV驾乘驾乘

体验体验。。在展台在展台 22 层层，，联袂出联袂出

场的全新别克微蓝场的全新别克微蓝 77 纯电动纯电动

SUVSUV 和微蓝和微蓝 66 插电混动车插电混动车，，

不仅拥有吸引眼球的靓丽身不仅拥有吸引眼球的靓丽身

形形，，更凭借超高安全性与可更凭借超高安全性与可

靠性的靠性的““三电三电””技术实现超技术实现超

长续航里程长续航里程，，有效消除了新有效消除了新

能源汽车用车痛点能源汽车用车痛点，，在新能在新能

源汽车主流细分市场树立起源汽车主流细分市场树立起

新的标杆新的标杆。。

在雪佛兰展台在雪佛兰展台，，新探界新探界

者迎来上市后的首秀者迎来上市后的首秀。。凭借凭借

着全系共着全系共2222项升级配置项升级配置、、更更

运动犀利的造型设计运动犀利的造型设计、、更强更强

悍的动力表现悍的动力表现、、更智能的互更智能的互

联科技和始终如一的安全品联科技和始终如一的安全品

质质，，焕新登场的新探界者将焕新登场的新探界者将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纯正美式为中国消费者提供纯正美式

SUVSUV的高品质驾乘体验的高品质驾乘体验。。

在新增全新在新增全新535535TT车型之车型之

后后，，中高级旗舰轿车全新迈中高级旗舰轿车全新迈

锐宝锐宝XLXL也亮相本届车展也亮相本届车展，，与与

全 新 迈 锐 宝全 新 迈 锐 宝 XL RedlineXL Redline

550550TT 车型共同展现雪佛兰车型共同展现雪佛兰

99ATAT 动感科技旗舰产品的实动感科技旗舰产品的实

力力。。

在新能源汽车区域在新能源汽车区域，，作作

为首款纯电城际轿跑为首款纯电城际轿跑，，雪佛雪佛

兰畅巡依托通用汽车深厚的兰畅巡依托通用汽车深厚的

新能源汽车技术储备新能源汽车技术储备，，诠释诠释

出品牌对未来电动智能出行出品牌对未来电动智能出行

的最新创想的最新创想。。

凯迪拉克展台汇集了旗凯迪拉克展台汇集了旗

下下 1111 款车型款车型，，Super Cruise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驶系统超级智能驾驶系统、、人脸识人脸识

别解锁启动系统别解锁启动系统、、全新一代全新一代

车载互联系统等一系列最新车载互联系统等一系列最新

推出的前瞻科技都一一呈现推出的前瞻科技都一一呈现。。

在新美式旗舰轿车在新美式旗舰轿车 CTCT66

2828TT 车型上所搭载的超级智车型上所搭载的超级智

能驾驶系统能驾驶系统，，凭借独创的驾凭借独创的驾

驶员注意力保持系统和厘米驶员注意力保持系统和厘米

级高精度地图数据系统两大级高精度地图数据系统两大

核心技术核心技术，，整合整合 BLUELINEBLUELINE

蓝线车道中央保持系统蓝线车道中央保持系统、、全全

速域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和速域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和

360360 度全方位侦测感知系统度全方位侦测感知系统，，

辅以高精度辅以高精度 GPSGPS 定位系统及定位系统及

OnStarOnStar 安吉星全天候保障安吉星全天候保障，，

为驾驶者带来安全为驾驶者带来安全、、轻松轻松、、

智能的崭新驾乘体验智能的崭新驾乘体验。。

刚刚焕新上市的刚刚焕新上市的 20212021 款款

凯迪拉克凯迪拉克XTXT44率先装备人脸率先装备人脸

识别解锁启动系统识别解锁启动系统，，当用户当用户

靠近车辆时靠近车辆时，，系统通过安装系统通过安装

在在 BB 柱上的高清触摸屏自动柱上的高清触摸屏自动

激活激活，，以全天候的光感识别以全天候的光感识别

实现无感瞬秒刷脸进入实现无感瞬秒刷脸进入。。系系

统更是融入指纹解锁统更是融入指纹解锁、、密码密码

信息等三重保障信息等三重保障，，可根据用可根据用

户习惯自由组合户习惯自由组合；；多账户管多账户管

理功能支持理功能支持11名管理员和名管理员和77名名

普通用户注册使用普通用户注册使用，，使车辆使车辆

共享更加轻松共享更加轻松、、便捷便捷。。

通过这套人脸识别解锁通过这套人脸识别解锁

启动系统启动系统，，凯迪拉克凯迪拉克XTXT44让让

广大车主先人一步体验广大车主先人一步体验““无无

钥匙时代钥匙时代”。”。

别克高端子品牌艾维亚家族齐聚、雪佛兰新探界者首秀、凯迪拉克展现前瞻风范

上汽通用树立主流细分市场新标杆

途观X开启预售
新辉昂首发亮相

别克品牌全面向上

新探界者首秀
展科技风貌

凯迪拉克展现
前瞻风范

2021款柯珞克预售
创新营销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