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上市的新能源汽车（部分）

北汽新能源EC180
售价：15.18-15.78万元
亮点：EC180最大续航里程超过

200km，最高车速超过100km/h，在慢
充模式下，可在7小时内完成充电。

特斯拉ModelX100D
售价：101.47万元
亮点：NEDC 续航里程为 565 公

里；快充4.5小时，慢充10.5小时。

北汽新能源EX260
售价：19.29-20.29万元
亮点：搭载了容量更大的三元

锂电池，使其综合工况续航达到
260km，最高车速大于125km/h。

新款吉利帝豪EV
售价：22.88-24.98万元
亮点：增加低温充电预热功能，

综合工况续驶里程至300km，60km/h
匀速工况续驶里程至360km。

比亚迪宋EV300
售价：26.59-27.59万
亮点：新车前、后轴各搭载一台

动力电机，其中前轴电机最大功率
218ps、后轴电机最大功率150ps，可
实现四驱模式，百公里加速仅需4.9

秒，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00km。

上汽荣威ERX5
售价：27.18-29.68万元
亮点：新车为纯电动互联网

SUV，强大的互联网配置、电池衰减质
保8年20万公里，衰减不超过30%，
综合续航里程320公里。

宝骏E100
售价：9.39-10.99万元
亮点：新车采用14.9kWh锂电池

作为动力来源，时速100公里，续航
160公里，使用家庭220V电压充满电
需时不到8小时。

广汽传祺GE3
售价：22.28-24.58万元
亮点：新车定位为Crossover跨

界车型，最大续航里程310公里，快
充0.5小时，慢充8小时。

北汽新能源ARCFOX-1
售价：14.08-16.08万元
亮点：新车支持快速充电技术，

实现充电5分钟行驶50公里，其续航
里程最大200公里。

云度π1
售价：13.89-19.75万元

亮点：最高续航里程为 250 公
里 ，0%-80% 快 充 1.5 小 时 ，慢 充
8-10小时可充满。

长安 CS15纯电动版
售价：18.94-19.64万元
亮点：该车最大功率55千瓦；电

池容量42.92千瓦时，续航里程300
公里；快充0%-80%只需45分钟，慢
充至满电需13.5小时。

江淮 iEV7S
售价：20.71万元
亮点：NEDC工况下的续航里程

达到280公里，快充50分钟，慢充5
小时。

猎豹CS9EV300
售价：19.58-21.58万元
亮点：最大功率90千瓦，电池容

量48.18千瓦时，续航里程255公里。

蔚来ES8
售价：44.8-54.8万元
亮点：ES8续航里程355公里，搭

载NOIM人工智能系统，主动驾驶系
统等；百公里加速只需4.4秒，比特
斯拉Model X100D快了0.5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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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
趣的灵魂，万里挑一。东风启
辰的“灵魂”，就是高品质。高
品质不仅是东风启辰矢志不渝
的追求，更是在市场上保持区
隔化竞争优势的坚固堡垒。“对
于东风启辰来说，高品质不仅
仅是一句口号，它有着更多的
内涵。需要企业从研发设计、
生产制造、销售服务等全价值
链的角度来看待高品质。”东风
启辰副总经理马磊表示。

从商品企划、造型设计、研
发测试、生产制造、渠道营销等

各个“毛细血管”，全价值链高
品质发展体系，已成为东风启
辰的核心竞争力，迄今已赢得
超过62万用户选择及认可。

另外，无论三大件、制造
工艺还是品质管控，东风启辰
共享日产先进的体系能力。
严格遵循“不制造不良、不接
受不良、不流出不良”的“三不
政策”，从零件进厂到整车出
厂，每一辆启辰汽车都要经过
1697道质量检验工序的重重
把关，让缺陷无机可乘，确保
品质精益求精，安全可靠。

以 2017 最 近 一 期 的
C-NCAP 安全碰撞测试为
例，启辰T90以 58.5 分的总
成绩，强势领航五星安全舰
队，其正面100%碰撞试验得
分率高达97.3%，力压同批次
中的主流合资及自主品牌等
车型，刷新了自 2015 年起
C-NCAP采用新测试标准的
历史记录。而在另一个由行
业及核心媒体权威发布的自
主品牌整车质量榜单中，东风
启辰连续三年名列前茅，甚至
一度摘得桂冠。

2017年度销量同比增长22.7%
东风启辰再创业元年完美收官

刚刚过去的2017年，对于东风
启辰尤其特殊。这既是东风启辰作
为自主品牌企业的成立元年，承前
启后；同时也是启辰品牌诞生的第
七年，砥砺奋进。“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材须待七年期”,东风启辰用七年
时间，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
道路，也让外界看到了启辰与生俱
来的活力与潜力。

最新的数据显示，东风启辰
2017年12月终端销售22,266辆，环
比增长52.3%，同比增长61.8%，创历
史单月新高。2017全年终端销售累
计143,031辆，同比增长22.7%，刷新
启辰品牌年度销量历史纪录。其
中，更可喜的是，全新启辰D60在12
月份批发销售为10010辆，上市第二
个月便已破万。

投放四款新品、推出启辰车联
网战略、创新营销举措、构建可持续
发展渠道体系，东风启辰在2017年
打造更具差异化的市场竞争优势，在
极具竞争力产品的推动下，交出一份
亮眼的成绩单，打赢再创业元年市场
的收官战。放眼整个汽车市场，成立
不到一年的东风启辰以持续刷新历
史销量“高度”的强劲势头，成为中国
自主汽车品牌中被“打call”最多的车
企之一。

凭借在产品、研发、制造、营销、
服务等全价值链的全面发力，东风
启辰的付出获得了中国汽车行业权
威机构和主流媒体的一致认可。在
有“中国车坛奥斯卡”之称的“2017
第十四届中国年度汽车总评榜”中，
启辰品牌和全新启辰D60赢得最有
分量的两项大奖：“年度新锐汽车品
牌”和“年度中级车”，成唯一斩获本
届总评榜两项大奖的车企。

在信息碎片化、网络化，媒体
形式多样化的今天，让“更多用户
知道你”的传播声量提升难度大，
让“更多用户知道你并与你进行
消费连接”的精准营销难上加
难。如何让“声量”变“销量”？

2017年，“围绕两个中心，强
化一线执行，实现量利兼收”的营
销指引下，东风启辰以贴地飞行
的姿态，因地制宜地开展各类营
销活动。

营销既要创新更要接地气。
为此，东风启辰发起了“10万公里
不间断启辰D60品质大挑战”活
动。100天不间断行驶 10万公
里，24小时不间断直播，知名车评
人、汽车行业意见领袖、人气明
星、颜值主播轮番上阵驾乘体验，
活动关注人数达到千万，全新启
辰D60在这勇敢的马拉松征途中
赢得了品牌与销量的双丰收。

此外，东风启辰还在在杭州、
唐山、武汉及广州等四地举办了

“惊艳·不止——2017东风启辰
T90媒体体验营”活动，强化东风
启辰在江浙沪、京津冀、成渝及珠
三角等重点区域市场的品牌影响
力，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网络渠道建设方面，东风启
辰围绕“以渠道为中心的市场渗
透”原则，采用了优先位置的原
则，科学渠道规划，形成了合理规
划的网络渠道建设。截止到目
前，启辰一级网点265家，授权二
级网点200家。

东风启辰不仅仅关注收益上
的数字，更关注经销商能力的提

高。为了提升服务质量，东风启
辰对经销商团队展开了系统的培
训，建立了标准的流程体系，强化
服务标准的执行，全面提升经销
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让经
销商的服务和启辰的产品相匹
配。东风启辰打造了10公里服务
圈，为客户提供更快捷的服务半
径，有效的提升了服务质量。

蹲下坚实的马步，方能挥出
有力的拳头。在夯实全价值链体
系能力基础上，东风启辰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用抢眼的销量表
现，跑赢大盘。

千帆过尽，不忘初心。面向
未来，创变突破的东风启辰将继
续秉承创业基因和精神，以逢山
开路，遇水架桥的勇气，持续提升
全价值链实力，快速推进智能网
联技术，从制造高品质产品全面
迈向创造高品质生活。我们相
信，低调务实，高效沉稳，意气风
发的东风启辰，在向着“主流高价
值中国汽车品牌”目标前进的道
路上，定将创造出更多的精彩，正
如东风启辰汽车公司总经理周先
鹏所说：“我们的未来，在更高远
处！”

当别人还在各种发布会上为
智能网联战略“奔走相告”的时
候，智能互联的有序落地，已成为
东风启辰进击市场的“标准动
作”。

在车联网战略下，东风启辰
智联技术的落地也正逐步推进。
东风启辰充分利用高德地图、科
大讯飞等领先的车联网技术，增
加启辰产品新卖点，提升产品价
值，打造智能互联生态圈，为消费
者提供高价值的出行服务。

车联网给予东风启辰的产品
“创领”附能效应，其实已经发
生。全新启辰D60上市不到两个
月，累计有效订单已破三万。其
中，车联网级别车型占比高达
95%。作为一款“能感知、会思
考、易沟通、更懂你”的高品质智
联轿车，全新启辰D60的智能语
音助手可以实现导航、空调、娱乐
等200多种车内应用场景功能。
可见，全新启辰D60用专属的“互
联网基因”刷新品牌价值新高度。

和电子产品快速迭代一
样，车市产品的更新换代，也已
步入“快车道”。为此，东风启辰
相继推出系列重磅产品，用以
快制胜的“跑轰”战术，全面开启
启辰销量持续飘红的帷幕。

在中国汽车消费最大的
细分市场上，轿车仍然是各车
企持续争夺的红海。然而，东
风启辰认为，没有不敢进的细
分市场，只有未被满足的消费
者 需 求 。 作 为 东 风 启 辰
LOGO焕新后的首款高品质
智联轿车，全新启辰D60于11
月2日上市以来，凭借“高端智

联科技、宽大舒适空间、上乘
颜值造型、更好合资品质”等
诸多亮点，获得消费者的持续
广泛关注，上市即脱销，并创
造零库存奇迹。全新启辰
D60在12月终端销售8,856
辆，其中，车联网级别销量占
比高达95%，持续引领“新轿
车主义”时代的进化风潮。

作为东风启辰旗下高品
质智联SUV，以“可信赖、有
讲究、更懂你”的价值标准而
定义的全新启辰T70，2017
年12月7日上市便受市场追
捧。上市不到1个月，全新启

辰T70终端销售5,475辆，车
联 网 级 别 销 量 占 比 高 达
82%，市场表现依旧“坚挺”，
订单数每日剧增，继续担纲东
风启辰销量的“主力军”。同
时，为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
东风启辰正加班扩大生产。
而启辰T90依旧扮演“优等
生”角色，市场表现稳步提升，
启辰T90的12月终端销售5,
245辆，环比增长 29.4%，创
单月历史新高。全新启辰
D60、全新启辰 T70 和启辰
T90一起，成为东风启辰销量
丰收的“定盘之子”。

东风启辰100,000公里不间
断——全新启辰D60品质大挑战

精：品质精益求精，构筑坚固“护城河”

高品质智联轿车——全新启辰D60

快：产品快速迭代，上演“跑轰”年度大戏

准：营销下沉精准，让“声量”变“销量”

势：智联应势而出，“创领”效应凸显

高品质智联SUV——全新启辰T70

中汽协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2017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80万辆，分别
达到79.4万辆和77.7万辆，同比分
别增长53.8%和53.3%，产销量同比
增速分别提高了 2.1 和 0.3 个百分
点。2017年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比
2.7%，比上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
尤其是纯电动乘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47.8万辆和46.8万辆，同比分别
增长81.7%和82.1%。

根据2017年新能源汽车市场
的实际情况，以及消费者购置新能
源汽车继续执行免征车辆购置税、
新能源汽车不摇号、不限行等政策，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2018年中国新
能源汽车销售铁定会突破百万辆，
成为世界电动汽车历史上的一个里
程碑事件。

回顾2017年，包括丰田、大众、
通用在内的国际汽车巨头，相继发
布了自己的新能源战略，并制定了
详细的实施计划和推进步骤。随
后，大众联手江淮，宝马合资长城、
福特牵手众泰，以及此前戴姆勒与
比亚迪之间的合作，各大巨头均在
中国找到了自己的新能源合作伙
伴，足见他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反观国内的车企，也没闲着，北
汽新能源于1月召开发布会，专门对
2018年的渠道、生态、资源整合、战
略抢先、品牌等诸多方面的课题进
行了规划；一汽集团前不久发布了
新红旗战略，新能源和智能化成为
其中的重点内容；东风汽车也计划
在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布局、技术研
发、产业化基地建设等方面进行更
大提升。与此同时，在市场一路走
高的背景下，更多的自主新兴企业
纷纷进入新能源汽车制造领域，在
刚刚结束的美国CES（拉斯维加斯
消费电子展）上，小鹏汽车发布了全

电动2018：新浪潮下的未来“蓝”

2018年将上市的新能源汽车
纯电动

荣威Ei5
上市时间：第一季度
车型亮点：高颜值、大空间、续

航320km

威马EX5
上市时间：4月
车型亮点：车窗交互、Super ID、

综合续航里程450km

小鹏G3
上市时间：今年年中
车型亮点：电池能量密度高、续

航长、车顶摄像头、辅助驾驶等

新款帝豪EV
上市时间：3月
车型亮点：年轻时尚的全新设

计、综合续航里程400km等

帝豪GS EV
上市时间：年内
车型亮点：造型时尚运动、综合

续航里程300km等

宝沃BXi7
上市时间：年初

车型亮点：极速 195km/h、综合
续航里程230km

名爵ZS EV
上市时间：年内
车型亮点：高颜值、小型 SUV、

300km+ 等

插电式混动

比亚迪新一代唐
上市时间：4月发布，预计年中

上市
车型亮点：龙脸设计、纯电续航

81km、百公里加速4.5s

名爵6 PHEV
上市时间：2018年内
车型亮点：运动型外观、斑马2.0

系统、纯电续航53km

长安福特蒙迪欧 PHEV
上市时间：2018年3月
车型亮点：高颜值、高性能、纯

电续航35km

WEY P8 PHEV
上市时间：年初
车型亮点：2.95m轴距、四驱、百

公里加速6.5s

华晨宝马530Le
上市时间：1月
车型亮点：豪华、空间大、百公

里加速6.9s ，纯电续航61km

进口新能源车

日产新聆风
上市时间：年内
车型亮点：综合续航 378km、

E-Pedal单踏板、自动辅助驾驶等

大众e-Golf
上市时间：3月1日
车型亮点：MQB平台、综合续航

255km

捷豹I-PACE
上市时间：年内
车型亮点：百公里加速4s、NEDC

续航 500km、高颜值

宝马i3s
上市时间：年内
车型亮点：科幻外观、回头率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海军

新的新能源智能化SUV
产品；威马汽车投资建设
的湖北星晖新能源智能
汽车产业园开工奠基，年
规划产能达到30万台；
奇点汽车、前途汽车也在
积极推进量产车上市工
作；蔚来汽车首款新能源
智能化量产车型ES8，已
于去年12月上市，并将于
今年3月正式交付用户。

不同于以前的“雷声
大，雨点小”，这次的新能
源汽车，可谓是来势汹
汹。据不完全统计，2017
年中国共上市数十款新

能源汽车，其中电动车多
达14款。而根据各大车
企的规划来看，2018年
将会有50余款新能源汽
车上市，包含了荣威Ei5、
威马EX5、小鹏G3、帝豪
GS EV、大众e-Golf 等
纯电动车型，以及比亚
迪新一代唐、长安福特
蒙迪欧 PHEV、华晨宝
马530Le等插电式混动
车型。这些新车上市
后，不仅能丰富消费者
的购车选择，也将给他
们带来更智能、更环保
的用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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