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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法兰克福 9 月 11 日电
2019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车展10日
迎来首个媒体开放日。中国第一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长城汽车等中国车企
纷纷推出全新产品亮相车展，吸引众
多目光。

当天，一汽红旗在法兰克福车展
新闻发布会上向全球首发了两款代表
红旗品牌最新技术和最新创意设计的
车型，即红旗自主研发、设计的第一款
千万级跑车S9和E115型新能源豪华
车型概念车。

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在致辞时
表示，红旗品牌以全新的品牌发展战
略，决心打造“中国第一、世界著名”的
新高尚精致主义品牌。去年，红旗销
量增长了 624%；今年计划再增长
230%，突破10万辆大关；2020年的目
标则是销量再翻番、超过20万辆。

长城汽车当天也在法兰克福车展
举办了新闻发布会，一款搭载自动驾
驶L4级的WEY-S型全新概念车全
球首发，另一款WEY-X型概念车欧
洲首发。

长城汽车旗下WEY品牌创始人、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

表示，该品牌提前在电动化、智能化、
网联化、氢燃料等方面大力投入，储备
了大量技术。WEY在德国建立了技
术中心，就是要以德国市场为起点，进
军欧美高端市场，“我们计划两年后正
式全面进入欧盟市场”。

此外，拜腾也推出首款豪华电动
运动型多用途车（SUV）M-Byte。据
介绍，这款SUV实现了概念阶段90%
的创新设计。拜腾首席执行官戴雷说
这是拜腾“从概念到量产道路上的全
新里程碑”。

据悉，拜腾南京工厂建设已基本
完工，冲压、焊装、涂装、总装、电池五
大工艺车间厂建和主要设备安装工作
已完成，全面进入调试阶段，计划今年
10月开始试生产，明年年中开始量
产，2021年有望正式进入欧美市场。

以“驾驭未来”为主题的2019年
法兰克福国际车展在法兰克福会展中
心举行，12日至22日对公众开放，有
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800家整
车制造商、科技企业、零部件供应商、
出行服务供应商和初创企业参加，共
同勾勒汽车工业转型与未来可持续交
通的图景。

9 月 7 日晚，随着夜色的降
临，伴随着甜美动听的歌声，新一
代长轴距GLC SUV在珠海华发
商都震撼上市！此次上市车型包括
GLC 260 L 4MATIC 动感型、
GLC 260 L 4MATIC 豪华型、
GLC 300 L 4MATIC 动感型、
GLC 300 L 4MATIC豪华型以及
GLC 300 L 4MATIC AMG-
Line，建议零售价为392800元至
587800元。

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长轴
距GLC SUV的设计风格遵循“感
性·纯粹”理念，融合动感敏捷与
优雅美感。几何多光束LED大灯
的照明范围近650米，每盏大灯
内的84颗 LED光源能够实现独
立点亮与熄灭，从而实现最智能

的精细化光束分布，在提升亮度
的同时有效避免给对向车辆带来
的炫目，进而提升行车安全。“火
焰式日间行车灯”耀眼犀利且力
量感十足。“飞翼式”的单幅饰条
搭配犹如漫天星辰的闪钻格栅以
及全新的AMG风格前包围，不仅
优化车辆的空气动力学特性，更
强化了新一代长轴距GLC SUV
的运动气质。

作为梅赛德斯-奔驰第四款
国产长轴距车型和第一款长轴距
SUV 车型，新一代长轴距 GLC
SUV专为中国客户量身打造，真正
做到了“中国制造，专属中国”。为
了契合中国客户对于豪华舒适的
理解，新一代长轴距GLC SUV不
仅拥有2,973毫米即同级别最长的

轴距，并将增加的100毫米全部用
于优化后排腿部空间，更以7项后
排专属配置打造舒适便捷的乘坐
体验。

新一代长轴距GLC SUV搭
载MBUX智能人机交互系统以
及一系列智能驾驶辅助科技，配合
先进的动力总成和全时四轮驱动
系统，为驾驶者每一次征途保驾护
航。通过MBUX智能人机交互系
统，新一代长轴距GLC SUV成功
在车辆、驾驶者、乘客之间建立情
感沟通。此外，作为首款装备原厂
行车记录仪的梅赛德斯-奔驰
SUV，新一代长轴距GLC SUV令
自由驰骋更加安心无忧。

作为细分市场的标杆车型，新
一代长轴距GLC SUV在安全方
面也进一步升级优化。碰撞预防
辅助系统增强版有效降低或避免
碰撞风险, 预防性安全系统更为
车内乘员提供可靠防护。带
360°摄像头的智能泊车系统不
仅可帮助驾驶者寻找和选择停车
位，还可自动进出平行或垂直停
车位，让泊车更加轻而易举。交
通标志辅助系统可以在仪表盘中
标示限速显示，协助驾驶者遵守
交通规则，令驾驶更加轻松安
全。全彩平视显示令重要的驾驶
信息尽收眼底，助力驾驶者心无
旁骛，快意向前。创新的远程发
动机启动功能作为全系标配，可
利用Mercedes me APP远程发
动车辆，提前开启空调并达到先前
设置温度，让客户无论在酷暑或寒
冬，都拥有优雅舒适的出行体验。

新一代长轴距GLC SUV搭
载了梅赛德斯-奔驰自主研发的
全新M264 发动机。其中，新一
代GLC 260 L 车型所搭载版本
的最高输出功率为145千瓦，峰
值扭矩320牛·米。新一代GLC
300 L 4MATIC 车型所搭载的
发动机版本最高输出功率为190
千 瓦 ，峰 值 扭 矩 370 牛·米 。
M264发动机采用了多项先进技
术，包括锥形缸壁珩磨技术以及2
级调节的可变气门升程系统，有
效降低摩擦与油耗。全时四轮驱
动（4MATIC）系统增强了行驶的
动态性、舒适性以及在潮湿、冰雪
路面上的操控稳定性与牵引力。

（林音）

新一代奔驰长轴距GLC SUV
珠海上市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发布信
息显示，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达 79.9 万辆和 79.3 万
辆，同比增长31.6%和32%，增
速比1至7月有所回落。

据中汽协秘书长助理陈士
华介绍，1至8月我国汽车产销
量达 1593.9 万辆和 1610.4 万
辆，同比下降12.1%和11%，产
销降幅比1至7月继续收窄。1
至8月，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企业共销售汽车1442.9万辆，
占汽车销售总量的89.6%。

据了解，8月份，我国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呈现环比小幅增
长态势：当月产销完成8.7万辆
和8.5万辆新能源汽车，环比增
长 2.9% 和 6.4% ，同 比 下 降
12.1%和15.8%。

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整体保持稳步增长，同比增
长31.6%和32%。从新能源汽
车主要品种今年以来产销数据
看，纯电动汽车产销增速均超过
40%；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增
速均低于6%，市场表现明显不
如纯电动汽车。

陈士华表示，1至8月汽车
产销整体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
业消费的意见》，商务部等部
委正在深入开展相关调研，
广泛征求汽车行业企业的意
见，将会同研究有针对性的
政策措施，并适时出台，支持
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
的有关政策和举措将有助于
缓解汽车行业的下行压力，
对我国汽车消费起到很好的
促进作用。

1至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
产销均增长三成多

新华社法兰克福 9 月 11
日电 德国奥迪汽车公司董
事会成员、中国事务负责人
亚历山大·塞茨在 2019 年法
兰克福国际车展期间接受中
国媒体采访时说，奥迪要更
多地倾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把来自中国的研发成果融入
奥迪产品中。

塞茨表示，整个汽车行
业在变革中，奥迪也处于战略
转型期，公司将聚焦新能源汽
车、数字互联和自动驾驶领
域。中国市场是奥迪全球战
略的支柱之一，奥迪今后将不
仅持续实施“在中国，为中国”
发展战略，还将把中国的声音
传到总部，帮助奥迪在战略议
题上保持优势。

塞茨说，奥迪全新的公司战
略是“始终如一”，奥迪将始终如
一地倾听客户需求。公司将打
造更加强大的中国本土团队，比
如本土研发团队，把他们在中国

的研发成果融入奥迪总部的研
发产品中，以更好满足中国客户
需求。

奥迪中国新任负责人加比·
路易丝·维斯特说，短期而言，奥
迪将不再简单追求市场销量的
领先，而将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
企业营收，即奥迪将在短期内聚
焦品牌、产品和客户体验；长期
来说，奥迪将在新能源、数字互
联、自动驾驶等方面努力，与中
国合资伙伴一起推行品牌战略，
更加关注客户体验，借力创新和
科技打造中国客户心目中全新
的品牌形象。

以“驾驭未来”为主题的
2019年法兰克福国际车展12
日至22日在法兰克福会展中心
举行，有来自30个国家和地区
的约800家汽车制造商、科技企
业、零部件供应商、出行服务供
应商和初创企业参加，共同勾勒
汽车工业转型与未来可持续交
通的图景。

奥迪表示将更加关注
中国市场客户需求

2019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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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腾首款豪华电动运动型多用途车（SUV）M-By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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