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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汽博會長春汽博會
助力吉林汽車產業振興助力吉林汽車產業振興

22日，第九屆中國（長春）國際汽車博覽會落下帷幕。在為期10日的會期內，
本屆長春汽博會共售出各種車輛12380輛，數量較上屆汽博會增加2060輛；實現購
車交易額30億元人民幣，較上屆汽博會增加10億元；累計吸引觀展人數達65萬人
次，比上屆增加5萬人次。

作為中國第二個獲得國際展覽認證的重要車展，本屆長春汽博會可謂交出一張漂
亮的 「成績單」 ，足以證明長春汽博會已立身於全國頂級汽車展會行列。

但和其他展會相比，長春汽博會的風采卻不僅僅是一次成功的展會所能概括的。
歷經13年礪劍，成功開展八屆，再無某個展會能如長春汽博會這樣，一直與 「汽
車」 共生共榮。

長春市 「汽車城」 的榮耀和吉林省汽車支柱產業的厚重根基，孕育了長春汽博會
得天獨厚的筋骨，提供了長春汽博會持續蓬勃發展的土壤；而長春汽博會則在汽車貿
易、技術交流、投資合作、文化融會等方面，回饋一個國際化、專業化、品牌化的綜
合性大平台，助推吉林汽車產業發展振興。 文：馮俁

全球主流廠商品牌悉數參展
第九屆中國（長春）國際汽車博覽會由中國國際

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汽車工程學會、中國汽車工業
協會、吉林省和長春市主辦。

展會由汽車展覽、汽車論壇、汽車節慶活動3個板
塊組成，總展出面積達19萬平方米，一汽集團包下整
個1號館，大眾、奔馳、豐田、日產等國內外知名企業
參展面積都有大幅度提升。展會吸引了來自美國、德
國、日本等十餘個國家和地區的136家參展企業和143
個知名品牌，奔馳、寶馬、大眾、豐田、本田、奇
瑞、吉利等各大知名汽車品牌廠商悉數參展，展出的
1147 輛展車囊括了國內外主流汽車集團和汽車品牌，
比上屆增加111輛，新款車數量佔參展車輛的82%，包
括阿斯頓．馬丁、科尼賽克等世界頂級豪車在內的進
口車佔 20%，合資企業生產車型佔 47%，自主車型佔
33%。

作為北方車市風向標，長春汽博會歷來最受北方
四省等地域愛車、購車者歡迎。本屆汽博會也再一次
證明了其在東北三省和內蒙汽車市場的影響力和銷售
能力，展會期間入場觀展人數累計達到65萬人次，共
售出各種車輛 12380 輛，購車交易額實現 30 億元人民
幣。

助推吉林汽車產業振興
砥礪 13 載，長春汽博會根植沃土而蓬勃，作為中

國第二個獲得國際展覽認證的重要車展，她已經成為

展示當今汽車界最新產品、最新技術、最新工藝的品
牌展會和展示當代國際汽車工業發展成果的重要窗
口。

沒有產業基礎做後盾，長春汽博會的生命力不會
如此強大，反之則可證，汽博會在長春舉辦多屆而呈
蒸蒸日上之勢，彰顯了 「汽車城」的重要地位和汽車
產業在吉林省強大而蓬勃發展的態勢。

汽車工業是吉林省的支柱產業，當前，以一汽集
團為核心，吉林省已經發展成為集汽車研發設計、整
車製造、零部件配套、專用車生產和金融服務為一體
的較為完整的汽車產業體系，成為國內最大規模、最
具實力的汽車研發設計、製造和服務的產業基地。2011
年，吉林省汽車產量達到163.2 萬輛，完成產值4518.7
億元，同比增長15.3%，到 「十二五」末期，吉林省要
實現汽車產量達到400萬輛的戰略目標。

正如吉林省省長王儒林在本屆汽博會開幕式上所
言，這一目標的實現，需要吉林省全省上下的共同努
力，需要國內外汽車及零部件企業的積極參與，更需
要 「長春汽博會充分發揮其汽車貿易、技術交流、產
業合作和文化融會作用。」本屆汽車博覽會以 「振興
汽車產業，打造國際汽車名城」為宗旨，旨在把本次
汽博會辦成國內一流的汽車專業展覽會，突出其國際
化、專業化、品牌化特徵，使之成為汽車貿易、技術
交流、投資合作、文化融會的平台，為打造長春國際
汽車城，加快建設世界級汽車產業基地，發揮更大的
作用。

本屆長春汽博會以本屆長春汽博會以 「「綠．動．車城綠．動．車城」」為主題，而參為主題，而參
展車輛也不負眾望，無論是自主品牌、或是國外豪車，展車輛也不負眾望，無論是自主品牌、或是國外豪車，
都紛紛在都紛紛在 「「綠綠」」、、 「「動動」」二字方面競相展示其亮點，各二字方面競相展示其亮點，各
種應用新能源、新動力技術的節能環保車型和技術車型種應用新能源、新動力技術的節能環保車型和技術車型
各擅勝場，成為觀展者和購車者諮詢選購的熱點。各擅勝場，成為觀展者和購車者諮詢選購的熱點。

本屆長春汽博會有本屆長春汽博會有 5050 餘輛新能源及概念車亮相，餘輛新能源及概念車亮相，
國內廠商和自主品牌表現不俗。一汽集團最新自主研發國內廠商和自主品牌表現不俗。一汽集團最新自主研發
的一款新能源車奔騰的一款新能源車奔騰 B50 PHEVB50 PHEV（插電式油電混合動（插電式油電混合動
力車），各項性能和技術指標已達到國內新能源汽車的力車），各項性能和技術指標已達到國內新能源汽車的
領先水平。據測試，奔騰領先水平。據測試，奔騰B50 PHEVB50 PHEV在在NEDCNEDC工況下工況下
的油耗小於的油耗小於3.2L/100Km3.2L/100Km，比傳統車節油，比傳統車節油60%60%，並且具有，並且具有
啟動爬行、純電驅動、再生制動、電子駐車制動、家用啟動爬行、純電驅動、再生制動、電子駐車制動、家用
充電、快速充電等功能，是國內領先的節能環保車型。充電、快速充電等功能，是國內領先的節能環保車型。

另外據悉，一汽在新能源汽車的一些關鍵技術領域另外據悉，一汽在新能源汽車的一些關鍵技術領域
已經取得突破，混合動力客車、混合動力轎車和純電動已經取得突破，混合動力客車、混合動力轎車和純電動
轎車已進入商品開發階段。轎車已進入商品開發階段。

電池製造方面一直處於中國知名自主品牌汽車企業電池製造方面一直處於中國知名自主品牌汽車企業
領先地位的比亞迪，此次推出了首款純電動汽車領先地位的比亞迪，此次推出了首款純電動汽車 E6E6 參參
展，該車動力電池和啟動電池均採用比亞迪自主研發生展，該車動力電池和啟動電池均採用比亞迪自主研發生
產的產的ETET──POWERPOWER鐵電池綠色環保，其含有的所有化鐵電池綠色環保，其含有的所有化
學物質均可在自然界中被環境以無害的方式分解吸收，學物質均可在自然界中被環境以無害的方式分解吸收，
能夠很好地解決二次回收等環保問題。能夠很好地解決二次回收等環保問題。

中國在新能源車方面一直主推電動車，而在混合動中國在新能源車方面一直主推電動車，而在混合動
力汽車市場先行一步的豐田汽車則帶來了力汽車市場先行一步的豐田汽車則帶來了 「「雲動雙擎雲動雙擎」」
油電混合動力車參加長春車展，該車搭載了豐田中國研油電混合動力車參加長春車展，該車搭載了豐田中國研
發中心最新研發的中國產混合動力總成，計劃在發中心最新研發的中國產混合動力總成，計劃在 20152015
年實現量產。年實現量產。

國外品牌節能車型也紛紛利用此次展會面向中國市國外品牌節能車型也紛紛利用此次展會面向中國市
場推廣品牌。賓利旗下的慕尚搭載了首次被引入超豪華場推廣品牌。賓利旗下的慕尚搭載了首次被引入超豪華
車領域的汽缸鈍化技術，能夠在某些駕駛模式時降低耗車領域的汽缸鈍化技術，能夠在某些駕駛模式時降低耗
油量油量15%15%，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阿斯頓．馬丁此，同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阿斯頓．馬丁此
次帶來了轉速在次帶來了轉速在 5500PRM5500PRM 以上時，發動機進氣口可增以上時，發動機進氣口可增
強進氣能力，以增加動力和扭矩的新動力汽車強進氣能力，以增加動力和扭矩的新動力汽車 DBSDBS，，
「「BypassBypass」」。。 （高乙菲）（高乙菲）

新能源新能源 新動力新動力
「「綠綠」」．．「「動動」」競美競美

15 日，紅旗 H7 下線！這標誌着中國自主品牌汽
車首個定位在20萬元以上的車型下線量產。1999年首
屆長春汽博會至今，中國自主品牌汽車從一汽紅旗、
一汽解放、天津夏利、浙江吉利四家參展廠商，發展
壯大至今，以 H7 為代表的 30 餘
家自主品牌汽車，已不是低端車
代名詞，而是展示出一股正在崛
起的民族品牌力量。

從森雅 M80、森雅 S80、夏
利 N3、 夏 利 N5， 到 奔 騰 、 歐
朗，再到代表中國自主品牌汽車
最高水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的
國車驕傲──紅旗，中國一汽用
自己的產品宣示在汽博會 1 號展
館，中國一汽的實力和信念得以
完美體現。40 輛展車、3 台動力
總成，這就是東道主中國一汽帶
來的自主品牌陣容。夏利N5、夏
利 N3、威志 V5、威志 V2。稍往
裡走，大屏幕前，奔騰B50 2012
款、奔騰 B70 依次排開。全新上
市的一汽歐朗，也成了展區的
「明星」，迎接着媒體的閃光

燈。舞台上，一汽轎車全新研
發、將於 8 月份上市的奔騰家族
最新款──B90，在射燈的照射
下格外搶眼。

首發車的數量一向是衡量一屆車展規模和層次的
標尺，本屆長春汽博會千餘輛參展車輛中，全國首發
及東北三省、長春首發的新車將達50餘款，其在業界
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趙文博）

近50款新車首發 自主品牌薈萃

一汽紅旗H7下線量產
15 日，備受國人關注的自主品牌高端產品紅旗

H7車型在一汽集團駛下生產線，這標誌着一汽集團
自主創新，全力打造全新高端紅旗品牌取得了新成
果，紅旗轎車復興戰略正在提速。今年紅旗主攻公
務車市場，明年將面向社會市場，與奔馳、奧迪等
國外豪華品牌同台競爭。

紅旗H7車型是一汽按照C級車打造的自主高端
車型，搭載一汽自主研發的發動機，分為 2.0T、
2.5L和3.0L三個排
量，達到國V排放
標準。在車型開發
上，一汽投入最優
資 源 ， 組 建 1600
多人的獨立項目團
隊，累積投入研發
費用 20 億元。車
輛累計試驗里程達
到 300 萬公里，安
全 碰 撞 試 驗 達 到
2012 年歐洲 5 星級
標準。

此次發布的紅
旗 H7 是我國首次

正向開發一款高端車的底盤，改變了過去模仿國外
車型的逆向開發辦法。另外，國內自主車企很少觸
及的振動噪聲控制技術也在這款車上應用，使得它
的噪聲接近奧迪。這項技術對國產高端車來說，是
個了不起的進步。

目前， 「紅旗」項目已經累計投入研發費用 52
億元，開發了H、L兩大系列紅旗整車產品，形成了
可覆蓋C、D、E級高級轎車的發展基礎；實現了從

概念設計到工程設
計、從試驗驗證到
生產準備全過程的
自主開發，擁有全
套數據文件和經驗
積累，擁有完全自
主知識產權。而一
汽在未來五年內將
再投入 105 億元，
進 一 步 豐 富 「紅
旗」品牌產品線，
向 SUV、禮賓車、
麵 包 車 等 車 型 拓
展。

（尹健）

長春汽博會啟幕長春汽博會啟幕

紅旗紅旗 H7H7 下線，下線，
或於明年面向社或於明年面向社
會市場會市場

比亞迪推出新能源車比亞迪推出新能源車

▶▶豐田攜豐田攜 「「雲動雙擎雲動雙擎」」 油電混合動力車參展油電混合動力車參展

◀◀東風本田展示新車款東風本田展示新車款

一汽集團旗下車款集體亮相一汽集團旗下車款集體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