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工信部发布的申报《道路机动
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第 290批)出
炉，共 159 款新能源车产品 (含底盘)入
围。此前每批入围的新能源汽车超过
250款，如第 288批共计 275款新能源汽
车入围，第 289批有 366款新能源汽车产
品入围。

此外，新能源客车和专用车平分秋
色。其中，75款新能源客车(含混合动力)
产品(纯电动客车 67款、插电式混合动力

及混合动力客车 6 款、燃料电池客车 2
款)，75款纯电动专用车产品，仅9款新能
源乘用车产品(纯电动乘用车 7款、插电
式混合动力轿车2款)。

在采访入围的乘用车企业后，记者
发现，三元锂电池受到新能源乘用车青
睐。9 款入围的新能源汽车中至少 4 款
采用三元动力电池，如吉利旗下的两款
吉利牌纯电动轿车分别采用山东衡远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三元动力电池及湖

北天丰电源有限公司的混合三元动力电
池；郑州日产旗下的东风牌纯电动多用
途乘用车采用比克的三元动力电池；上
汽集团旗下的荣威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
采取上海捷新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的
三元动力电池。

有研究报告显示，高技术水平的三元
电池龙头厂商有望受益于电池技术新要
求。一方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
图提到推进新能源乘用车的应用，利好三

元电池的推广。另一方面，相比《节能与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12～
2020)》，能量型电池的能量密度与系统成
本要求分别从 300Wh/kg 和 1.5 元/Wh 更
新至 350Wh/kg 和 1.0 元/Wh。由于目前
国内电池厂商的技术水平尚不能达到要
求，低端电池厂商面临淘汰风险，因此拥
有高技术水平的三元电池龙头厂商有望
受益，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郑报融媒记者 谢宽 整理

11月 4日郑州国际车展开幕当天，
长安马自达携“魂动双子”－Mazda CX-
5（以下称 CX-5）、Mazda3 Axela昂克赛
拉（以下称昂克赛拉）联袂吉尼斯纪录之
车新星骋重装登场。

昂克赛拉拥有让人一见倾心、极具
视觉冲击力的“魂动”设计外形，“创驰蓝
天”发动机、变速箱、底盘、车身赋予其

“人马一体”卓越操控性能和安全表现。
最新的MZD CONNECT悦联系统则代表
着汽车互联网的前瞻科技，人机交流体
验空前便捷和高效。

与昂克赛拉相映生辉的是“新境界
SUV”CX-5。CX-5 拥有“ 创 驰 蓝 天 ”
2.0L、2.5L两款黄金动力组合，动力参数
领先同级。荟萃高强度轻量化车身设

计、全新升级的减震系统，为都市精英
群体带来境界全新的安全、舒适驾乘体
验。与此同时，CX-5 还搭载了马自达
最新的主动安全技术 i-ACTIVSENSE智
能安全辅助系统，包括 SCBS 低速刹车
辅助系统、BSM盲点监测系统、RCTA倒
车预警系统，为驾乘者带来无处不在的
安心感。

昂克赛拉与CX-5的畅销昭示了中
国市场车型更加运动化的未来发展方
向。两大主力车型组成的豪华阵容，连
同科技感和操控感十足的展台布置，不
仅为观众奉上了一场创新科技与品牌文
化的饕餮盛宴，更充分展现出长安马自
达全力推进“特色精品”战略的最新成果
和坚定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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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新车公告出炉 三元锂电池受青睐

2016第九届郑州国际车展昨日闭幕

重量级新车“抢滩”中原
11月4日~8日,2016第九届郑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简

称郑州国际车展)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作为郑州
2016年最后一次车市盛会，本届车展汇集百款新车及新能
源汽车，此外，靓丽的车模、心动的车价更为广大车迷打造
了一场创新、升级的汽车盛宴。 郑报融媒记者 谢宽

11月 4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
工程院与河南、河北、山西、内蒙古、安徽、
江西、湖北、湖南、陕西九省（区）人民政府
共同举办的2016中国（郑州）产业转移系
列对接活动在郑州开幕。科隆新太行电
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新乡市新能源汽车
电池领域的龙头企业，应邀参加了此次车
展。展会上，新太行全方位展示了企业在
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的技术研发实

力和产品开发成果。其中，配备了新太行
电源系统的蛟龙号、大运飞机等模型吸引
了众多观众和业内人士前来参观和交流。

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产业飞速发
展，无疑给新太行电源带来极大机遇，新
太行负责人表示，公司将紧紧抓住这大
好机遇，依靠扎实的技术研发实力、稳定
的产品质量及诚信的服务态度，吸引更
多的优质客户。

在本届车展上，一汽丰田由全新
RAV4 荣放领衔，携旗下 7 款共 12 辆展
车的华丽参展阵容，震撼亮相。

全新RAV4荣放以“自信自由”为精
神主张，在外观、发动机、配置等方面均
展现全新形象。其进化版的Keen Look
前脸、远近光一体式LED前大灯、组合式
LED后尾灯等，体现年轻运动、引领时尚
活力的独特个性。动力方面，搭载全新
设计的 2.0L VALVE MATIC发动机，是
丰田首次在国内车型上使用的全球领先
技术，实现强劲的动力和绝佳的燃油经
济性，功率从 108KW提升至 111KW，配
合 Smart & Stop智能节油启停装置，综
合油耗降低约12%。

此外，全新 RAV4 荣放不仅全系标

配VSC+系统、HAC上坡辅助控制系统，
还在2.5L四驱顶配车型上首次搭载Toy⁃
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为用户提供
全方位的安全呵护。据介绍，全新RAV4
荣放上市后，相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跨
界营销，用电影、时尚、音乐、体育等多种
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休闲娱乐方式，获得
了更多80、90后的关注和认可。

本次郑州车展，除全新 RAV4 荣放
外，还有一汽丰田旗舰车型全新CROWN
皇冠、开启崭新“全民混动时代”的CO⁃
ROLLA HYBRID卡罗拉双擎、畅销车型
COROLLA 卡罗拉、“人生第一辆车”的
VIOS威驰、PRADO普拉多以及REIZ锐
志等明星车型也共同参展，为郑州消费
者带来了精彩纷呈的观展体验。

郑州国际车展会上，江淮乘用车携旗
下多款明星车型悉数亮相，展示了一场涵
盖MPV、SUV、新能源、轿车的多领域汽车
盛宴。作为江淮在 9月底推出的全新车
型，第三代瑞风S3沿承销冠车本色，进行
72处性能提升，全面升华了“易驾SUV”的
核心价值，给消费者带来“动静皆智慧”的
全新驾乘体验。而第三代瑞风 S3 搭载

“JAC”全新盾牌 LOGO，并进行个性化设

计 ，更 加 时 尚 。 第 三 代 瑞 风 S3 提 供
1.6VVT和1.5VVT的两种动力系统，满足
消费者的多元化用车需求。与科技同步，
第三代瑞风S3搭载了车联网、智能语音、
360°全景影像等丰富的智能配置，使用车
增加智慧便捷。产品力的再一次飞跃，让
第三代瑞风S3再度切准年轻人消费脉搏，
上市首月销量就突破了2万台，稳居小型
SUV市场霸主之位。

11月 5日，汉腾X7在郑州国际车展
上市。作为诞生于江西省的自主汽车品
牌，汉腾X7首次在郑州亮相。售价区间
为 7.98万～14.88万元。汉腾X7具有独
树一帜的设计风格，简洁、有力的线条从
前脸向侧身延展，直至车尾，描绘出硬朗
锋俊、遒劲有力的外观，每一个视角均雄
浑郁勃、动感十足；2性能方面，汉腾X7
配备的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双离合变速

器的黄金动力组合，动力输出高效稳定，
实现了驾驶乐趣与燃油经济性的完美平
衡。而德国大陆 ESC 车身稳定控制系
统、TPMS 胎温胎压数显检测系统、360°
环视随动鸟瞰系统及 46.6%的高强度钢
板车身结构、一体成型车门、四门防撞
杆、前后防撞横梁等多项主被动安全科
技，为驾乘者的行车安全提供了全方位
保障。

郑州国际车展上，全球知名豪华汽
车品牌玛莎拉蒂也携旗下旗舰车型
2017款总裁轿车QUATTROPORTE亮相
郑州国际会展中心二楼A2-4展位。新
款总裁拥有重新设计的外观、更加精美
的内饰，和更多高科技装备，始终代表
着意大利运动型四门轿车的典范。新
款Quattroporte总裁轿车在Essence标准
版的基础之上，另有突显优雅血统的

GranLusso 豪华版，和强调运动基因的
GranSport运动版，这两种特色鲜明的装
饰赋予了行政级轿车与众不同的产品
特质。2017 款总裁轿车绝非仅仅是在
第六代总裁基础上的小“变脸”，而是一
次由内至外的革新——无论是在车型
外观、内饰风格、操控性能，和驾驶科技
上，都更加符合当今车主的审美品位和
日常需求。

扎实研发能力 科隆新太行电池亮相车展

“三大巨头”联合登场 江淮乘用车显露明星气质

售价7.98万~14.88万元 汉腾X7郑州上市

全新RAV4荣放领衔 一汽丰田亮相郑州车展

全力推进“特色精品”战略 长安马自达最强阵容闪耀登场

贵有贵的道理 玛莎拉蒂全系车型优雅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