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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上柴发动机产量上柴发动机产量

达达 1495014950 台台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111111%%；；销售达销售达1296612966台台，，同同

比增长比增长 8181%%。。今年今年 11--66 月月，，

上柴发动机累计销量同比增上柴发动机累计销量同比增

长长4848%%。。公司新老产品全面公司新老产品全面

开花开花：：EE系列配套重卡系列配套重卡，，快快

速上量速上量；；MM 系列系列（（上汽上汽ππ））在在

皮卡市场放量增长皮卡市场放量增长；；DD 系列系列

和和 HH 系列在农机和起重机系列在农机和起重机

配套领域保持强劲的增长配套领域保持强劲的增长。。

此外此外，，上柴在各创新项上柴在各创新项

目上也取得积极进展目上也取得积极进展。。目目

前前，，牵引车混动项目与汽车牵引车混动项目与汽车

起重机混动项目均已成功立起重机混动项目均已成功立

项项，，迈出了上柴迈出了上柴““新能源新能源

化化””的第一步的第一步。。66月月2424日日，，配配

装上柴自主研发的装上柴自主研发的 ECUECU 发发

动机的车辆点火成功动机的车辆点火成功，，按下按下

转型升级转型升级““快进键快进键””。。（龚观）

上海市民搬家、运送大件物品有了新选择

联创汽车电子加快智能联创汽车电子加快智能

网联战略落地再出重拳网联战略落地再出重拳。。

66月月2828日日，，联创汽车电联创汽车电

子的全资子公司子的全资子公司———上汽联—上汽联

创智能网联科技创智能网联科技（（江苏江苏））有有

限公司正式奠基限公司正式奠基，，落户江苏落户江苏

省如皋市九华镇汽车零部件省如皋市九华镇汽车零部件

产业园区产业园区。。随着新公司的奠随着新公司的奠

基基，，联创汽车电子的产业布联创汽车电子的产业布

局日趋完整局日趋完整，，智能网联创新智能网联创新

技术的落地将进一步提速技术的落地将进一步提速。。

据悉据悉，，该项目建设内容该项目建设内容

为为 SSSS （（通 孔 焊 接通 孔 焊 接）） 生 产生 产

线线 、、 FAFA （（组 装 及 下 线 测组 装 及 下 线 测

试试））生产线等生产线等，，用于生产智用于生产智

能网联核心控制模块等产能网联核心控制模块等产

品品。。项目一期占地面积为项目一期占地面积为44

万平方米万平方米，，规划形成年产能规划形成年产能

为为 200200 万件控制模块的规万件控制模块的规

模模。。二期预留二期预留22万平方米土万平方米土

地地，，全部建成投产后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形可形

成十亿元级汽车智能网联产成十亿元级汽车智能网联产

业集群业集群。。

作为上汽集团作为上汽集团““智能网智能网

联联””方面的科技创新创业平方面的科技创新创业平

台台，，联创汽车电子致力于研联创汽车电子致力于研

发先进底盘控制发先进底盘控制、、智能驾驶智能驾驶

计算平台和车联网业务计算平台和车联网业务，，以以

及智能驾驶转向执行系统及智能驾驶转向执行系统

iEPSiEPS、、智能驾驶制动执行系智能驾驶制动执行系

统统 iBSiBS、、智能驾驶决策控制智能驾驶决策控制

iECU/ADASiECU/ADAS 和车联网车载和车联网车载

智能终端智能终端iBOXiBOX等关键核心等关键核心

产品和技术产品和技术，，为智能汽车提为智能汽车提

供系统解决方案供系统解决方案。。

““联创汽车电子是上汽联创汽车电子是上汽

集团专注于集团专注于‘‘智能网联智能网联’’核核

心技术开发和战略发展的核心技术开发和战略发展的核

心企业心企业。”。”在开工仪式上在开工仪式上，，

上汽集团副总裁上汽集团副总裁、、总工程师总工程师

祖似杰表示祖似杰表示，“，“未来未来，，公司公司

将依托如皋基地的智能化制将依托如皋基地的智能化制

造能力造能力，，实现智能网联和新实现智能网联和新

技术的产业化技术的产业化，，逐步补齐公逐步补齐公

司发展短板司发展短板，，形成高质量发形成高质量发

展的支撑力量展的支撑力量，，也为如皋的也为如皋的

产业升级贡献积极力量产业升级贡献积极力量。”。”

（宗何）

新宝骏6月销量环比增长52.9%,新车E300上市

本报记者 严瑶

最新数据显示最新数据显示，，新宝骏新宝骏

品牌品牌66月实际销量达到月实际销量达到1212012120

辆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5252..99%%。。

66 月月 2424 日日，，新宝骏品牌新宝骏品牌

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新宝骏旗下首款纯电动车型新宝骏

EE300300云上市云上市。。上汽通用五菱上汽通用五菱

副总经理练朝春在上市仪式副总经理练朝春在上市仪式

上公布了新宝骏上公布了新宝骏 EE300300 （（三三

座座））/E/E300300PlusPlus （（四座四座）） 的正的正

式售价式售价，，价格区间为价格区间为 66..4848 万万

~~88..4848万元万元。。新车共推出新车共推出66款款

车型车型，，续航里程为续航里程为305305kmkm。。

““ 这 已 经 不 是 一 辆 车这 已 经 不 是 一 辆 车

了了 。”。”

练朝春在上市仪式上一再强练朝春在上市仪式上一再强

调调，，上汽通用五菱正在创造上汽通用五菱正在创造

出一个新物种出一个新物种，，以此来拥抱以此来拥抱

未来智能生活未来智能生活。“。“通过与华通过与华

为为、、小米小米，，以及苏宁等企业以及苏宁等企业

的跨界合作的跨界合作，，我们希望把这我们希望把这

个新物种打造成为消费电子个新物种打造成为消费电子

产品产品。。消费者可以像购买家消费者可以像购买家

电一样电一样，，轻松购买到这款产轻松购买到这款产

品品。”。”

在练朝春看来在练朝春看来，，新宝骏新宝骏

品牌不是单纯的汽车产品品品牌不是单纯的汽车产品品

牌牌，，而是以汽车为载体的跨而是以汽车为载体的跨

界融合界融合。“。“上汽通用五菱一直上汽通用五菱一直

抱着开放的态度抱着开放的态度，，把对整车把对整车

智能空间智能空间，，以及电动化以及电动化、、智智

能化的理解开放给智能互联能化的理解开放给智能互联

的头部企业的头部企业。。让汽车通过万让汽车通过万

物互联和移动支付物互联和移动支付、、智能智能

家居等紧密联系家居等紧密联系，，共共

同 面 向 用 户 需同 面 向 用 户 需

求求。”。”

过 去 一过 去 一

年 中年 中 ，， 新新

宝 骏 品 牌宝 骏 品 牌

打 破 了 中打 破 了 中

国 市 场国 市 场

原有的封闭车机系统状态原有的封闭车机系统状态，，

首创首创““手机车联网手机车联网”，”，开放了开放了

手机手机APPAPP的全生态应用的全生态应用，，同同

时打造出全球第一辆搭载华时打造出全球第一辆搭载华

为为HicarHicar的量产车的量产车。。随着新宝随着新宝

骏骏EE300300的上市的上市，，带来了第一带来了第一

辆内置辆内置 55GG 芯片的上市量产芯片的上市量产

车车，，同时还融合了车家互联同时还融合了车家互联

生态生态、、人脸识别人脸识别、、手势识别手势识别

等科幻等科幻““黑科技黑科技”。”。

““接下来接下来，，新宝骏还将推新宝骏还将推

出出 AA 级 轿 车级 轿 车 RC-RC- 55、、 中 型中 型

SUV RSSUV RS--77，，满足更多用户的满足更多用户的

智能生活需求智能生活需求。”。”练练朝春说朝春说。。

““主人主人，，您今天的运动量您今天的运动量

有点小啊有点小啊，，请注意运动请注意运动！”！”当当

新宝骏新宝骏EE300300车主把智能手表车主把智能手表

与车机联接后与车机联接后，，新宝骏的车新宝骏的车

载语音系统立马给出提示载语音系统立马给出提示。。

““现在离家位置只有三公现在离家位置只有三公

里里，，是否需要打开归家模是否需要打开归家模

式式？”？”在回家途中在回家途中，，车机继续车机继续

给出提醒给出提醒，，在听到确认指令在听到确认指令

后后，，车主可以通过系统远程车主可以通过系统远程

打开家里的空气净化器或设打开家里的空气净化器或设

置空调温度等置空调温度等。。

““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的目标群的目标群

体就是喜爱科技体就是喜爱科技、、热爱生活热爱生活

的年轻人的年轻人。”。”上汽通用五菱前上汽通用五菱前

瞻设计中心总经理高陈炜瞻设计中心总经理高陈炜

说说。。作为一款融入数字生活作为一款融入数字生活

的智能网联汽车的智能网联汽车，，新宝骏新宝骏

EE300300 完美同步微信全功能完美同步微信全功能，，

红包红包、、消息一个不漏消息一个不漏，，为车为车

主提供随时随地的互动服务主提供随时随地的互动服务。。

从造型设计上看从造型设计上看，，独一独一

无二的三座设计可以满足三无二的三座设计可以满足三

口之家的出行需求口之家的出行需求。。此外此外，，

新宝骏新宝骏EE300300新增了儿童娱乐新增了儿童娱乐

场景场景、、生命体征监测功能和生命体征监测功能和

物品检测功能物品检测功能，，可避免将宝可避免将宝

宝和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宝和贵重物品遗留在车内，，

保障车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车主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有趣的是有趣的是，，新宝骏新宝骏EE300300

采用秸秆纤维的环保内饰材采用秸秆纤维的环保内饰材

料料，，车内会散发出车内会散发出““米饭煮米饭煮

熟般的清香熟般的清香”。”。据介绍据介绍，，这种这种

材 料 不 仅 能 让 整 车 减 重材 料 不 仅 能 让 整 车 减 重

1010%%，，降低能耗降低能耗，，还具有出还具有出

色的抗划伤性色的抗划伤性，，以及良好的以及良好的

隔音隔音、、吸音及保温性能吸音及保温性能。。

“享运共配城市物流服务平台”启动

66月月，，上汽上汽MAXUSMAXUS销量销量

（（批售批售）） 达达1249112491辆辆，，同比逆同比逆

势劲增势劲增3737..2222%%。。其中其中，，国内国内

销量达销量达 1057610576 辆辆，，同比大涨同比大涨

4040..9999%%。。在宽体轻客领域在宽体轻客领域，，上上

汽汽 MAXUSMAXUS VV8080、、 VV8080

PLUSPLUS、、VV9090 深耕各自细分市深耕各自细分市

场场，，三车联手发力达成销量三车联手发力达成销量

攀升攀升，，55 月一举登顶宽体轻月一举登顶宽体轻

客行业第一客行业第一，，66 月继续保持月继续保持

热销态势热销态势，，总销量高达总销量高达 56665666

辆辆，，同比劲增同比劲增 131131..8383%%，，持续持续

稳固行业领先优势稳固行业领先优势。。

在国内销量不断走高的在国内销量不断走高的

同时同时，，上汽上汽 MAXUSMAXUS 在海外在海外

同样喜讯频传同样喜讯频传。。66 月月，，上汽上汽

MAXUSMAXUS 海外零售销量突破海外零售销量突破

20002000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3030%%，，环环

比劲增比劲增172172%%；；11--66月累计零月累计零

售销量达售销量达 72577257 辆辆。。截至目截至目

前前，，上汽上汽 MAXUSMAXUS 海外累计海外累计

销量已突破销量已突破 77 万辆大关万辆大关，，业业

务遍布全球务遍布全球 4848 个国家和地个国家和地

区区。。 （通文）

上汽MAXUS海内外销量双增长

华域汽车发布全资子公司
收购延锋股权进展情况

近日近日，，华域汽车系统股华域汽车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以下简称““华华

域汽车域汽车”）”）发布了关于全资发布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收购延锋汽车内饰系子公司收购延锋汽车内饰系

统有限公司统有限公司3030%%股权进展情股权进展情

况的提示性公告况的提示性公告。。

自华域汽车全资子公司自华域汽车全资子公司

延锋公司与延锋公司与 Adient plcAdient plc （（安安

道拓道拓）） 全资子公司全资子公司 AdientAdient

Interior Hong Kong LimitedInterior Hong Kong Limited

（（安道拓香港安道拓香港）） 签署了签署了《《股股

权转让协议权转让协议》》以来以来，，为更好为更好

地推动交易顺利实施地推动交易顺利实施，，交易交易

双方在综合考量多个方面因双方在综合考量多个方面因

素的情况下素的情况下，，经过协商经过协商，，就就

本次交易项目中交易价格调本次交易项目中交易价格调

减减、、支付方式调整等事宜达支付方式调整等事宜达

成一致成一致，，并签署了相关补充并签署了相关补充

协议协议。。

本次交易是华域汽车根本次交易是华域汽车根

据据““零级化零级化、、中性化中性化、、国际国际

化化””战略战略，，迈向独立发展全迈向独立发展全

球汽车内饰业务球汽车内饰业务、、加快搭建加快搭建

全球自主运营管理平台的一全球自主运营管理平台的一

项重要举措项重要举措，，有助于推动其有助于推动其

他核心业务的全球化进程他核心业务的全球化进程，，

有利于提升海外运营的整体有利于提升海外运营的整体

管理效率管理效率。。 （宗何）

上柴股份上半年销量
同比增长近5成

它更像个“大家电” 好看、好玩、好用

“像买冰箱彩电一样去买车”

见习记者 周小迪

上海在上海在““物的安全高效物的安全高效

流动流动””领域的探索上有了新领域的探索上有了新

进展进展。。77月月11日日，，由上海市交由上海市交

运集团和上汽大通合力打造运集团和上汽大通合力打造

的的““享运共配城市物流服务享运共配城市物流服务

平台平台”（”（以下简称以下简称““享运共享运共

配配”）”） 的启动仪式正式举的启动仪式正式举

行行。。上海交警总队总队长邢上海交警总队总队长邢

培毅培毅、、上海交运集团董事长上海交运集团董事长

张仁良张仁良、、上海物流企业家协上海物流企业家协

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永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永

军和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松军和上汽集团副总裁蓝青松

等出席启动仪式等出席启动仪式。。

搬家服务搬家服务、、商场超市的商场超市的

物流等大件物件的配送物流等大件物件的配送，，是是

一个城市安全的重要组成部一个城市安全的重要组成部

分分。。享运共配平台将致力于享运共配平台将致力于

为广大市民与企业提供安为广大市民与企业提供安

全全、、优质的城市配送物流服优质的城市配送物流服

务务。。同时同时，，公安交警部门和公安交警部门和

其他行业管理部门也能依托其他行业管理部门也能依托

该平台实现对所有物流配送该平台实现对所有物流配送

车辆的精准监管车辆的精准监管，，对违法和对违法和

事故等做好防控工作事故等做好防控工作，，切实切实

提升对道路货运车辆的掌控提升对道路货运车辆的掌控

能力能力，，为道路管理研判决策为道路管理研判决策

提供大数据信息提供大数据信息。。

享运共配项目负责人陆享运共配项目负责人陆

炜介绍说炜介绍说：“：“我们是一个一体我们是一个一体

化的城配服务平台化的城配服务平台，，包括搬包括搬

家家、、货运货运、、冷链冷链、、商超等服商超等服

务务，，物流车选用了上汽大通物流车选用了上汽大通

提供的提供的 EVEV3030、、VV8080 和和 VV9090 等等

优质定制车型优质定制车型。。下一步下一步，，平平

台服务将逐步推广到上海以台服务将逐步推广到上海以

外的区域外的区域，，覆盖长三角区域覆盖长三角区域

的配送联动的配送联动，，实现用户实现用户、、车车

主主、、城配公司共享共赢城配公司共享共赢。”。”

上汽联创智能网联
科技（江苏）有限公司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