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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回信息

日前，东风日产发布了9月及前三
季度销量。数据显示，2018年9月东风
日产全网终端累计售车107430辆，相较
于去年同期的 106134 辆，同比微增
1.2%，环比8月份增长12%。今年1—9
月，全网累计终端销售新车814308辆，
同比增长8.4%，就全年117万辆的销量
目标而言，已经完成了70%。

具体到车型，以舒适阵营表现最为
抢眼。据统计，今年前9个月东风日产
舒适阵营终端总销量达405404辆，同比
增长4.2%，几乎占据了整体销量的“半

壁江山”。销量担当轩逸1—9月共计卖
出了314506辆新车，同比增长11.3%。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二季度轩逸曾连
续三个月蝉联全国乘用车销量冠军，其
市场热度可见一斑。天籁表现亦不俗，
今年终端累计总销量达84621辆，同比
增长8.3%。

SUV阵营1—9月累计售车325227
辆，与2017年同期的265648辆相比，增
长22.4%。其中，主力车型奇骏1—9月
共计销售新车 145932 辆，同比增长
14.2%，热度持续不减。在不久前的8月

份，东风日产推出了2019款奇骏，新车
作为年代改款车型，在配置部分有所调
整，共提供7款车型可选，售价区间为
18.88万元—27.13万元，进一步提升了
奇骏的市场竞争力。

另外几款SUV车型，逍客作为1—8
月15万元级合资SUV销量冠军，前三
季度终端总销量为117626辆；楼兰1—
9月共计卖出了20566辆新车，同比增长
21.7%；而劲客仍旧表现平平，今年累计
售车34969辆。

动感阵营前三季度累计销量达

79313辆，相较于2017年同期的89723
辆，下滑11.6%,主要车型蓝鸟和骐达今
年销量分别为32641辆和46044辆，也
是不温不火。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东风日产的“扩
张”步伐，据悉为了提升在华的产能，日
产与东风汽车计划在湖北武汉建设新工
厂，新工厂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
凰工业园，分两期建设，年产能30万辆，
建设期为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
这意味着这个工厂将在4年后释放30
万辆产能。

车队沿着通惠北路——金城路——
市心路——文化路——湘湖路这几条繁
忙交通要道巡游，依次途经萧山恒隆广
场、银隆广场、万象汇等时尚商圈。穿梭
在车流中的C-HR显得那么引人瞩目，
在这些人群聚集之地，不仅感受萧山最
新最in的流行动态，同时吸引现场市民
驻足欣赏。

不少市民形容车子外观“挺秀气，蛮
好看”，一位出租车司机看到后询问道：
车价多少？排量多大？他表示，近期打
算给女儿买一辆车，这辆车很适合女
儿。车队每到一处，能让更多消费者感
受到广汽丰田C-HR的魅力。在一天
的巡游中，车队还先后前往湘湖、杭州乐
园、萧山水博园等景点巡游打卡，独特亮

丽的车队身影在景区掠过，成为一道引
人注目的独特风景。

广汽丰田C-HR自6月23日正式
上市以来，便受到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并
持续热销，所定车辆持续到店并陆续交
车，这款车是继第八代凯美瑞之后的第
二辆基于丰田TNGA生产的量产车。

TNGA是什么？TNGA是丰田继
流水线和TPS生产方式后，又一次汽车

生产机制的全面革新。它从零开始，对
全部零件重新研发、对核心部件全部采
用新技术、对整体产业链全面升级，它将
提高汽车的基本性能，提升产品竞争力，
制造富有魅力的“更好的汽车”。

从外观上看，C-HR高度还原概念
车，以魅力钻石为主题，塑造性感而有速
度感的炫酷外观。曾有车主这样形容道

“让颜控和技术控都尖叫的新概念车”。

确实如此，C-HR双色车身、双尾翼设
计、双空间座舱、双区恒温双循环空调等
酷炫设计都相当吸人眼球。

从色彩设计上看，C-HR采用“性
感+速度+撞色”的色彩设计理念，为顾
客量身打造专属的潮流配色。设定5个
基本颜色，可选黑/白车顶双色车身，共
11种车身色彩选择。从色彩设计上看，
C-HR采用“性感+速度+撞色”的色彩
设计理念，为顾客量身打造专属的潮流
配色。

从稳定性上看，C-HR配备了TN-
GA高刚性车身，以获得优异的高速行
驶稳定性。车架主要部位采用1500兆
帕的超高强度热冲压钢材，590兆帕以
上超高强度钢材占比高达43%，整车焊
点达到 5100 个，并且内制焊点超过
75%，极大程度确保车身焊接的高品质。

再来说说动力，丰田C-HR上全系
标配的这台2.0L自然吸气发动机来自于
丰田最新TNGA概念的全心力作。丰
田C-HR拥有126kW的最大马力，以
及203N·m的峰值扭矩，与之匹配的是
一台可模拟10挡的CVT变速器。百公
里5.7L的综合工况油耗表现充分体现了
它的燃油经济性，丰田产品公认的耐用
性也足以让我们放心。

丰田C-HR车队街头巡游 赚足回头率
10月 9日，一队“潮流新物

种”闪耀在萧山各主干道上及景

点区——广汽丰田C-HR 2018

萧山地区巡游，由6台颜色各异

的C-HR组成的车队从广汽丰

田杭州千骅店出发，穿梭在萧山

各主干道，吸引沿途路人的目光。

9月29日，在2018杭州西博车展上，
广汽三菱奕歌车型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
格为14万—19万元。奕歌以1.5T双喷射
发动机匹配模拟八速换挡功能CVT等领
先驾控性能，HUD抬头显示等智能安全和
潮流外观设计，还未上市就已经俘获了无
数消费者的心。

今年4月，作为三菱汽车新车型的奕
歌凭借“高颜值”外观设计荣获美国芝加
哥优良设计奖。搭载三菱最新研发的
1.5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动机，奕歌动力输
出强劲且有力，可爆发出125 kW的最大
功率，基本等同于2.4L自然吸气发动机。
而该款全新引擎“双喷射系统”，可通过灵
活控制直喷和进气道点喷，提供更卓越的
燃油经济性和清洁排放，更特别的是，奕
歌发动机舱配备的是常见于高端车型或
赛车上的前避震抗扭拉杆，能有效提升车
辆的抗扭能力和行驶稳定性。

作为三菱汽车战略车型，奕歌配备了
抬头显示屏等配置，搭载了“十位一体”智
能安全系统：搭载防抱死系统+电子制动
力分配、制动优先系统、制动辅助系统、主
动稳定控制+牵引力控制系统、斜坡起步
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前方防
撞辅助系统、胎压监测系统、盲点警告+倒
车侧后方盲点警告等十项安全配置，安全
性能可见一斑。

运动的外表、豪华的内饰、强劲的动
力，这三者合在一辆车上，也许你会觉得
这辆车的价格没有二十万是拿不下的，但
全新名爵HS做到了，且售价为11.98万
元—18.98万元。近日，小编在杭州禾润
荣威4S店拍得实车，实拍车型为1.5T的
顶配车型。

年轻、运动、激情，这就是小编看到这
辆车的第一感觉。外观方面，巨大的进气
格栅，这款叫作“星耀力场”的前格栅已经
成了名爵品牌显著的标签，一对猎眼LED
大灯使得新车气场全开。侧面采用了黄
金比例设计，车门中间隆起的腰线带给人
满满的肌肉感，非常符合时下年轻人的审
美。车身尺寸分别为4574/1876/1685mm，
轴距达到2720mm，达到紧凑型SUV主流
水准。尾部方面，名爵HS尾灯与前灯组
造型相呼应，并采用全LED灯组，单出排
气，还用镀铬装饰，下包围处加入银色扰
流板，处处彰显运动感。

内饰部分，名爵HS采用最新家族式
样式，中控台面加入皮质包裹，搭载10.1
英寸的独立悬浮式屏幕，并采用全液晶仪
表，科技感极强，使用全景天窗设计，乘坐
空间更加开阔。此外，像首次运用在名爵
品牌燃油车上的全液晶仪表盘、智能主动
驾驶辅助系统（涵盖自适应巡航系统、前
方碰撞报警系统、自动紧急制动系统、车
道偏离报警系统、车速辅助控制、智能远
近光控制、四位一体盲区监测系统等配
置）以及备受好评且可无限迭代的斑马智
行系统，名爵HS上都有。

动力方面，2.0T车型最大功率为170
千瓦，峰值扭矩360牛·米，传动部分匹配
DCT自动变速箱，根据配置又分为前驱版
与适时四驱版，百公里综合油耗8.2/8.6L；
1.5T车型最大功率为124千瓦，根据车辆
配置不同，传动部分采用DCT变速箱/
MT变速箱，采用前轮驱动形式，百公里
综合油耗6.8L。 日前，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

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
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
回计划，决定自2018年9月30日起，召回
部分 2.4L 自由光、指南者汽车，共计
143874辆。具体信息如下：

（一）召回2015年10月14日至2018
年5月23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6—2017
年 款 2.4L 发 动 机 自 由 光 汽 车 ，共 计
131206辆；以及2017年2月20日至2018
年 7月 13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017年款
2.4L发动机指南者汽车，共计5746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其
2.4L发动机可能存在机油液位降低的情
况，且机油压力预警策略不完善，可能导
致发动机机油压力低于临界值的警示不
够充分。在机油压力低于临界值时，如果
继续运行车辆，可能会使发动机进气机构
性能受到影响，极端情况下可能造成发动
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广汽菲亚特克莱
斯勒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
免费升级动力系统控制模块软件及仪表
软件，优化机油压力预警策略、预警时机
和强化预警形式，让客户有效感知到机油
压力低的警示，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召回2015年12月15日至2017
年 9 月 30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2016—
2017年款2.4L发动机自由光汽车，共计
1176辆；以及2017年 2月 20日至 2018
年7月13日期间生产的部分2.4L发动机
指南者汽车，共计5746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由于动力
控制模块处理策略问题，在CAN-C网络
意外短路造成通讯失效的情况下，无法通
过设定按键关闭巡航功能。如果CAN-C
网络发生短路时，正好车辆巡航激活而车
速低于设定的巡航速度，车辆可能保持当
前速度或加速。此时如果驾驶员没有换到
空挡或刹车停止车辆，可能导致车辆在没
有报警的情况下发生碰撞，存在安全隐
患。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将
为召回范围内车辆免费升级优化后的动力
系统控制模块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
将通过挂号信等方式通知有关用户此次
召回事宜。

广汽菲亚特召回
部分自由光及指南者汽车

彰显青春运动 名爵HS到店

售价14万元起
广汽三菱奕歌开启预售

东风日产前三季度累计销量超81万辆 同比增长8.4%

日前，上汽通用汽车旗下2019款别
克GL6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车型，
售价为14.19万元—16.89万元。编辑从
杭州康盛别克店了解到，新车接受预
订。新车将搭载迭代升级的别克
eConnect互联技术，并在配置上作了一
定优化。

作为改款车型，新车在外观方面与
2018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飞翼式镀铬
进气格栅横穿头灯，形成双层组合式展
翼型LED大灯；悬浮式车顶、隐藏D柱，
以及独特的车窗一体流线从A柱向后方
延展贯穿车尾，还有别克经典双掠峰腰
线，突显出感观大空间。尺寸方面，5座/
6座互联豪华型升级为17寸轮毂。

内饰方面，新车提供时尚棕高级真
皮内饰以及雅士米绒布内饰可选，满足
消费者的不同需求。配置方面，新车搭
载了迭代升级的别克eConnect互联技

术，新增手机远程操作车辆功能（查看车
门、车窗、天窗、后备厢的开闭状态，并能
远程开关车窗、开关天窗、开启后备厢，
开关空调并设定空调温度、风向和风量
等），并提供远程升级、全新车载APP、个

人账号（可实现高德导航、网易云音乐和
考拉 FM 车机账户联合登录）等全新车
联应用，做到跨平台的用户数据共享。
还有每年24G“OnStar安吉星车联应用
流量终身免费”服务。

座椅配置方面，2019 款别克GL6
的 6座版全系车型新增了第二排左侧
便利出入功能，使家庭乘员从左右两侧
都可以更为便捷地进出第三排。此外，
5座/6座互联尊贵型和互联豪华型新增
驾驶座四向电动座椅。无论是“2+2+
2”的6座布局还是拥有阔绰后排空间
和后备厢空间的5座版车型，GL6都可
以满足多数家庭对于舒适性和实用性
的用车需求。

安全配置上，别克GL6全系标配电
子稳定控制系统、6安全气囊、智能胎压
监测系统等主被动安全配置，还配备了
前方碰撞预警、前方车距提示、车道偏离
预警、侧盲区预警、自动泊车等配置。

动力方面，新车仍搭载1.3T涡轮增
压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20kW，峰值扭矩
为230N·m，传动方面匹配6速自动变速
箱，综合油耗参考值为6.6L/100km。

2019款别克GL6上市 配置优化更智能

•新车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