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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双积分”政策出台 督促车企真正降油耗

东风公司布局新能源信心十足
记者李金友

悬在乘用车生产和进口企业头上的“降油
耗之剑”终于挥落下来。
9月 28日，工信部等五部委印发《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双积分”），该办法将于
2018年 4月 1日起施行。该办法明确，如果乘
用车企业取得的积分为负，将调减该企业的生
产计划或者进口计划。五部委在解读“双积分”
管理办法时表示，实施这个办法，旨在促使各
车加快车型降低油耗及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步
伐。
作为汽车行业的老牌央企，东风公司又将
如何面对“双积分”政策？
9月 25日，在东风公司科技创新成果展
后的媒体座谈会上，该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
理刘卫东说，从汽车行业来说，任何一个汽车
厂目前新能源的压力或者挑战都是巨大的，
但由于东风公司全面布局新能源，至今已累
计申请专利 949项，掌握了新能源汽车的核
心技术，从措施来说，除了自主创新和自主
生产外，东风还有合资等其他优势，很有信
心。
对新能源汽车，东风公司从战略上始终高
度重视。早在“九五”期间，东风就成立了汽车
行业在新能源方面的第一个专业化公司——
—
东风电动车公司，在“九五”和“十五”期间主
要以科研投入为主，“十一五”、“十二五”开始
示范运营，
“十三五”期间才开始走规模、走量。
据刘卫东介绍，东风已初步建成 8个新能
源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基地，包括 2个新能源乘
用车基地（武汉、广州），2个新能源客车基地

（十堰、襄阳），2个新能源专用车基地（襄阳、
郑州）和 2个关键零部件基地（武汉、襄阳），形
成了 22万辆的新能源汽车生产能力。同时，东
风公司已建成电池、电机、电控等系统实验室
28个，覆盖“三电”关键零部件性能测试能力。
今年年底，东风公司还将建设“三电”产业园，
在电控、电机和电池三个方面再投入 100亿
元。
目前东风汽车公司的新能源板块已掌控
了整车电子控制、能量管理系统和动力控制系
统技术；掌握了电池成组技术以及电机产品开
发、制造的核心技术；掌控了电池（成组）、电
机、电子控制器及相关总成产品资源；乘用车
最大续航里程（综合工况）达到 350km，商用车
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
东风公司不仅研发了新能源领域可谓“颠
—轮毂电机技术，同
覆汽车行业”的新技术——
时构建了可满足三大技术路线（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汽车）所需的
新能源汽车模块化平台，包括“三电”以及动力
耦合、高速减速箱等关键技术。
特别是轮毂电机技术，是一项“颠覆汽车
行业”的新技术，通过把电机集成在轮毂内，高
度集成化，不经过任何机械结构的传递，直接
驱动车轮，可以大大提高效率，目前已在军车
和乘用车两个领域成功运用了该技术。
截至目前，东风公司新能源板块目前已累
计申请专利 949项，授权专利 438项。参与编 专用车销量连续三年行业排名第一。今年 1-8
月，东风新能源汽车销售 2.82万辆，同比增长
制行业标准 3项，国家标准 16项。
在市场销售层面，东风新能源汽车销量连 127.25%。
“十三五”期间东风汽车公司的新能源的
续两年在四大汽车集团排名第一，其中新能源

东风猛士混合动力越野车
目标是 36万辆，实现 18%的市场占有率。刘卫
东表示，在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的措施上，东
风公司除了自主创新和自主生产外，还有合资
等其他优势，所以我们很有信心。

央视《加油！向未来》首次走进山区校园

东风本田希望小学上演“科普秀”
本报讯（记者张智 通讯员傅宗婧）9月 25
日，中央电视台《加油！向未来》节目组走进湖
北省英山县东风本田希望小学，用神奇的科普
实验带领孩子们体会科学的魅力。
在英山县东风本田希望小学，《加油！向未
来》节目组为孩子们演示了掌上火焰、保护塑
料袋、水火箭、书本拔河、大象牙膏等 5组科学
实验，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博士作为科学顾
问，向孩子们讲解其中的科学原理。
孩子们全神贯注，瞪大双眼，唯恐错过任
何一个小环节，孩子们争先恐后举手参与互
动。该校五年级学生段杉杉说，“通过有趣的
实验，我们不但开阔了眼界，还懂得了科学原
理。”
校长李星星介绍，该校由东风本田 2015
年捐资兴建，去年 9月投入使用。目前学校有
240名学生，其中 90%是留守儿童，13名教师。
由于地处大别山贫困山区，该校科学课的相关
师资、器材都很匮乏。此次科普进校园活动，

武汉国际车展
10月 12日在国博开幕

本报讯（记者张智 贺亮 通讯员苏苗 俞
方）9月 2
7日，第十八届武汉国际汽车展览会
举行新闻发布会，车展定于 10月 12日—17
日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本届车展将吸引 400展商参展，展出的汽
车品牌近百个，展车约 800辆，参展面积达 14
万平方米。从参展品牌、展出规模及展台规格、
行业品牌影响力、配套活动等方面来看，武汉
车展已成为华中第一大车展。
本届车展展出的近百个汽车品牌，覆盖目
前车市绝大多数汽车品牌。车展现场还将有
宾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法拉利、保时捷等
豪华品牌助阵。今年进入中国市场的阿尔法
罗密欧，将与特斯拉、长城 WEY、吉利领克等
新生代品牌一同亮相武汉车展。
今年上半年，全市汽车产量 87.22万辆，
同比增长 10.3%。中国贸促会武汉分会副会长
曾世明说，武汉车展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已
进入国内车展第一方阵，成为海内外车企深入
中部市场的重要平台和阵地。
长江日报记者获悉，今年车展还有两大特
点：一是搭载了智能网联技术的展车越来越
多，观众将在现场感受到车辆远程控制系统、
HUD平视显示系统等一批汽车行业最新技
术，提前尝鲜下一代汽车的魅力；二是展出的
新能源车型越来越多。按照有关规划，2025年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将达到汽车市场需求
总量 20%。本次车展，观众可以看到合资品牌
与自主品牌带来的众多新能源车型。
车展期间，还将在武汉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第四届中国（武汉）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发
展与合作峰会”，聚焦汽车智能化与网联化的
革新大潮。此外，本届车展还将举办汽车文化
主题沙龙、汽车摄影比赛，乐驾汽车运动会，以
及特技表演秀等系列活动。

通过精彩的现场实验，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崇
尚科学、学习科学的兴趣。
9月 25日，东风公司第二届科技周启动，
《加油！向未来》走进校园、通过科普实验向孩
子们传播科学知识，是科技周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加油！向未来》制片人王雪纯说，此次
活动是节目组首次将科普实验带进山区校园，
“我们正在播撒科学的种子，说不定这群孩子
中未来能诞生出科学家呢？”
近十年来，东风本田以企业与自然、人与
自然和谐为目标，坚持“奉献社会、共享喜悦”
的公益原则，持续开展各项社会公益活动，公
益足迹遍布全国 10余省市，捐助学校 10所，
其中在四川茂县、四川雅安和湖北英山捐资兴
建了 3所希望小学，并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开展
了青少年汽车知识见习基地、少儿环保美术大
赛、内蒙古联合植树等大型公益活动，每年举
办公益活动累计 70余次，社会受益人群达 93
万人。

聚焦智慧出行体验创新

本报讯（记者李金友）9月 20日，2017“T行神
州”总第 54站活动在汉举行，本次活动的主题为
“用户体验的创新和趋势”，来自东风公司技术中
心、神龙公司、东风雷诺、东风乘用车以及斑马网
络、兴民智能等汽车企业、移动网联行业的专家，
就消费升级中的移动互联网用户体验的创新以及
发展趋势进行研讨。
“T行神州”是由中国汽车移动互联网精英组
成的 T圈（TCC生态圈）精心打造的跨城市小型
产业主题精品沙龙系列活动，迄今已举办 8年。在
武汉举办的这次研讨活动，是“T行神州”举办以
来的第 54场活动，此后今年的“T行神州”活动将
落下帷幕。
作为“T行神州”系列活动的全程活动合作伙
伴，斑马网络是互联网汽车基金投资成立的独立
创业公司，面向汽车全行业提供互联网汽车整体
解决方案的智慧型公司。此互联网汽车基金由阿
里巴巴集团和上汽集团共同发起出资成立。
斑马网络 CEO施雪松分享了智能出行中的
“无感支付”解决方案。他介绍，停车与加油，是汽
车出行最高频的两个场景，智慧停车与智慧加油
可为互联网汽车车主很好地解决现实出行的痛
点。斑马网络推出的智慧停车系统已实现了互联
网汽车进出停车场时可不停车无感支付的便利功
能，大大提升了停车场的运营效率。已经上线的智
慧加油服务，当互联网汽车驶入指定加油站后，系
统会自动启动智慧加油功能，车主无需下车即可
享受到加油及非油品的消费自动支付等功能。在
整个消费过程中，无需使用银行卡和现金，也不需
要车主掏出手机。

东风标致

举办 SUV体验营

本报讯（记者 李 金 友）9月 23日，“ 享，往远方
动·感 X008SUV体验营 -武汉站”在武汉康顺汽
车体验中心举行。
“动·感”活动作为东风标致重要的产品体验行
动，已经进行到第三个年头。今年是“东风标致
SUV年”，东风标致 2008、3008、4008、5008四款产
品已形成完整的 SUV产品矩阵，其中 5008、4008
是两款名副其实的明星车型。
此次“动·感”活动以体验东风标致这两款
SUV明星产品为主，活动已经陆续登陆全国近 30
个城市，通过越野试驾、场地试驾等各类试驾科目，
让消费者零距离体验东风标致两款重磅 SUV产品
5008、4008的强大实力。
东风标致 5008和东风标致 4008，作为东风标
致 SUV产品阵营里的两款明星产品，已成为 SUV
市场上两颗冉冉升起的双子星。

新款H7上市

“红旗”踏上振兴之路

英山县东风本田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参与《加油！向未来》科普实验

“一口气”
跑三百多公里不充电
这辆汉产“特斯拉”杠杠的

记者李金友
经孝感、过随州，抵襄阳，一路风驰电掣， 度所产生的数据。
东风风神 E70的这两个参数，可以与纯
全程接近 350公里。9月 23日，长江日报记
者驾驶汉产“特斯拉”——
—东风风神纯电动轿 电动汽车领域的代表车型——
—特斯拉相媲
车 E70，从武汉出发抵达位于襄阳的东风公 美，称 E79为汉产“特斯拉”并不为过。
司试车场时，仪表显示它还可继续行驶 30公
东风风神 E70，是东风乘用车公司推出
里。
的最新款纯电动轿车，设有弱、中、强三档能
东风风神 E70，东风乘用车公司将于 10 量回收模式，可以把在行驶过程中踩刹车所
月份正式上市。该公司公布的参数显示，这款 产生的动能转化为电能并回收、给它所搭载
纯电动轿车的最大续航里程可超过 500公 的电池充电，在强档模式下最多可以增加
里，工况续航里程超过 351公里。所谓工况续 20%的续航里程。
航里程是指在道路实际行驶时，包括城市道
E70设有 ECO/SPORT模式可供选择，
路、高速公路等路况，在加速、刹车等各种操 ECO模式（既经济模式）下可明显降低能量
作状态下的行驶里程。最大续航里程，则是指 消耗；SPORT模式（即运动模式）下，0-50km
匀速行驶时的里程数，是一种理想状态下测 加速时间仅 4.3秒，起步加速领先同级。E70

百公里能耗为 14千瓦时（14度），花费不到 8
元钱。
东风风神 E70不仅续航能力出众，电量
补给能力同样值得称赞，快充模式下 30分钟
内可充至 80%，慢充模式下 6-8个小时可充
至满电状态。
在最受消费者的电池安全方面，东风乘
用车公司对 E70也下足了功夫。东风风神
E70所搭载的动力电池包经过 16大关键严
苛测试，涵盖过充、过放、过温、碰撞、翻
滚、跌落、火烧、盐雾等项目，对电池保护
进行了全面的防护优化，足以确保驾乘人员
的安全。

东风日产体育营销进军马拉松
“成马”首秀带“劲”开跑
本报讯（见习记者胡 静 娴）9月 23日上
午，东风日产 2017成都国际马拉松赛（以下
简称“成马”）正式鸣枪，来自 35个国家的近
2万名选手在成都带“劲”开跑。
近年来，众多车企青睐马拉松。东风雷诺
连续两年冠名武汉马拉松，广汽本田投身杭
州马拉松，宝马也曾赞助厦门马拉松、兰州马
拉松……
本次成马，东风日产全新 KICKS劲客

“T行神州”武汉站

作为领跑车，为跑友们一路开道、保驾护
航，完成马拉松“首秀”。作为一款面向年
轻群体的小型都市 SUV，全新 KICKS劲客
拥有撞色设计和流畅车身线条，整车充满年
轻气息和运动感，全新第三代 HR15全铝发
动机充满爆发力，引领年轻人带“劲”人
生。
“坚持、拼搏、永不服输的马拉松精神，与
东风日产一贯倡导的‘持之以恒、追求卓越’

的企业精神高度契合，牵手 2017成马，将再
度提升东风日产品牌力。”东风日产乘用车公
司党委副书记潘治清表示。
从 2015年起，东风日产持续推进体育营
销，打造了一系列包括“欧冠中国行”，联合举
办 NBA中国赛等活动，与 NBA达成长达 3
年的战略合作协议，今年更成为第十三届全
运会官方指定用车。

9月 23日，继在北京举行全国上市仪式两天
之后，新款红旗 H7正式登陆湖北市场，打响了进
入湖北区域市场的第一枪。
9月 21日，一汽红旗新 H7在北京正式上市，
新车共发布 6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24.98万—47.98
万元。
红旗品牌作为共和国汽车产业的“长子”，其一
举一动都牵动着众多国人的心。红旗新 H7的上市
正是红旗品牌重振旗鼓的第一步。“红旗新 H7是
红旗新战略的前奏和哨兵。”一汽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徐留平直言：“一汽集团总部将直接运营红
旗品牌，并将把红旗品牌真正打造成中国第一豪华
品牌。”
此次上市的新款 H7全面革新，外观方面更加
时尚大气、视觉效果更加精致，精致内饰和一系列
高科技配置提升其豪华感和科技感。动力方面，新
红旗 H7搭载 1.8T、2.0T和 3.0L三款发动机，匹配
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涂静）

奔驰西区

开启逐梦之旅

9月 15日—17日，2017梅赛德斯 -奔驰西区
梦想座驾逐梦之旅如期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 B4
馆隆重举行。全新 E级轿跑酷炫登场，现场的机械
臂表演引得来宾叹为观止。奔驰的精致、豪华、舒适
以及前卫科技在 ECoupe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作为代表座驾，全新梅赛德斯 -奔驰 E
Coupe，是奔驰旗下的一款中大型双门轿跑车型，
外观设计偏向年轻、时尚化理念，更受到年轻消费
群体的喜爱。头灯采用的是全 LED光源，增加了整
体的豪华感。此外，新车还全新标配了大尺寸的全
景天窗。
（涂静）

玛莎拉蒂

全系亮相武汉

9月 16日，“驭速大师”2017玛莎拉蒂全国驾
驶体验营武汉站正式拉开帷幕，玛莎拉蒂 2017最
新全系车型——
—新款 Levante、Quattroporte总裁轿
车等惊艳亮相。
本次活动由专业级培训师全程陪同，讲解玛莎
拉蒂的悠久历史以及卓越的驾驶性能。嘉宾实战演
练加速制动、障碍绕弯，亲身感受直线加速、高速过
弯、紧急制动、紧急避让等操控体验，充分感受到了
玛莎拉蒂的卓越动力与灵活性能。
Levante是玛莎拉蒂的首款 SUV，集奢华气质
与冒险精神于一身，可提供无与伦比的舒适驾乘体
验。玛莎拉蒂 Quattroporte总裁轿车，在外观、内饰
风格、操控性能和驾驶科技上，更加符合车主的审
美品位和日常需求。
（涂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