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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势力 /新能源

合众汽车 U

展馆：

6A11

亮点：

纯电中级 SUV

此次车展推出的合众 U

将目光锁定在了高端市场，新

车定位纯电中级 SUV，轴距达

到了 2750mm，NEDC 续航里

程 500km，并搭载 L2.5 级自动

驾驶系统， 将于上海车展上开

启预售，并与 2019 年底正式上

市。

记者点评： 合众汽车可以

说是最早交付汽车的造车新势

力， 略带喜感的哪吒

NO.1

带

来的是销量平平的口碑。

零跑汽车 C-more

展馆：

7A01

亮点：

品牌第二款车型

与合众有着相似命运的零跑汽车，旗下同样只有零跑 S01 一款

在售车型，零跑 S01 补贴后仅 10 万元出头，这个价格确实吸引人，

但这款车上市之后，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浪花，而且目前也还没完成

交付。 不过，为了避免“势单力薄”的局面，零跑可以说是克服了万

难，推出了第二款车型———零跑 C-more。

记者点评：这是零跑

C

平台的首款产品 ，预计将于

2020

年底

上市，但愿这款新车的到来，也能给零跑这个造车新势力车企许下

一个全新的未来。

北汽新能源高端新品牌 ARCFOX

亮点 ：

“技术创新”、“用户导向”、

“品牌向上”

4 月 13 日， 北汽新能源旗下高端

智能电动车品牌 ARCFOX 举办品牌

之夜， 旗下三款全新车型 ARCFOX-

GT 赛道版、ARCFOX-GT 街道版、首

款家族概念车 ARCFOX ECF Concept

在国内首次亮相。 同时，北汽集团也对

外展示了 ARCFOX 的品牌概念。对于

未来规划，ARCFOX 计划基于自家的

智能纯电动车平台打造出“高性能赛

车”+“中高端智能家用车”+“无人驾驶

智能终端”的家族化产品矩阵。

新车规划， 到 2021 年， 将推出 6

款车型，旗下首款 SUV 车型 ECF 将于

2020 年在国内量产上市， 轿车也将在

2021 年与大家见面。

ARCFOX ECF Concept 的车头很

有看点，取消了传统汽车的进气格栅。

车身尺寸方面，ARCFOX ECF Con－

cept 的轴距达到了 2900mm，后排的乘

坐空间可以得到保障。 此外，ARC－

FOX ECF Concept 量产版车型还支持

SAE Level 3 级别的自动驾驶功能。

ARCFOX 的第一批量产车将于

2020 年在镇江工厂生产完成， 该工厂

占地 140 万平方米， 最大产能 18 万

辆。

记者点评：

作 为 北 汽 新 能 源 高 端 子 品 牌 ，

ARCFOX

正在以矩阵式的格局在布

局新能源市场。 就产品力而言，不论是

智能化的

ARCFOX ECF Concept

还

是性能超强的

ARCFOX-GT

，再或是

L3

级别的无人智能驾驶技术， 都将会

为北汽新能源在接下来的市场竞争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

福特领界 EV

红旗 E-HS3量产版

展馆：

7A05

亮点：

红旗首款纯电动 SUV，最大续航里程达 390km

作为红旗品牌历史上首款纯电动 SUV，红旗 E-HS3 的概念车早 2018 北京

车展已经发布，而量产版车型将在本届上海车展亮相。

红旗 E-HS3 的车身尺寸为 4490/1874/1613mm

（长

/

宽

/

高 ）

， 轴距为

2750mm。 虽然定位为入门级电动 SUV， 但作为红旗的首款电动 SUV 车型，E-

HS3 的动力并不含糊：其搭载了一

汽生产的三元锂离子电池组，电机

最大功率可达 114kW（155PS），最

长续航里程 390km。

根据红旗官方的战略规划，新

能源汽车将会成为红旗未来的主

力车型，红旗品牌全系车型也将陆

续电动化。在推出 E-HS3 后，红旗

还将在未来陆续推出续航里程达

到 600km 的电动车， 预计到 2025

年时，红旗将推出 15 款电动车型。

时报辣评：红旗品牌历史上首

款纯电动

SUV

， 难道红旗也会惧

怕双积分政策？

展馆：

8B05

亮点：

主要变化在于前脸

和动力系统

据江铃福特方面的消息，

福特领界 EV 将于本届上海车

展亮相。 新车基于领界燃油版

车型打造，外观上的主要变化

在于采用了纯电动车标志性

的封闭式前格栅设计，预计在年底正式上市。

领界 EV 采用了封闭式前格栅设计，由与车身同色的面板覆盖，中央的福特

车标内是一个充电接口，此外，领界 EV 前杠两侧的日行灯变更为 C 字形样式。

至于车尾，新车则与燃油版车型一致，仅取消了排气布局。

据悉，新车将根据不同配置车型配备全景天窗、全景影像等配置。 至于内饰

配置及动力方面的消息，还有待江铃福特官方公布。

记者点评：应该又是一款降积分的“炮灰产品”。

爱驰 U5

展馆

：7A02

亮点：

中型 SUV，可外挂副电池包

爱驰 U5 曾参加过日内瓦车展，此次在上海车展进行国内首秀。

新车定位于中型 SUV，内部采用 2+5 五座布局，是基于爱驰汽车的 MAS 平

台打造的。 竞争对手将是比亚迪唐、荣威 MARVEL X 等中型纯电 SUV 车型。

续航方面， 爱驰 U5 采用 63 度电动力电池总成，NEDC 续航里程为 460 公

里，电池 Pack 能量密度是 170kWh/kg。

记者点评：新车可以选装

"

外挂

"

副电池包，需安装后会布局在行李箱地板之

下，就可以增加额外的

NEDC

工况

100

公里续航储备，这种设计方式在国内纯

电动市场里并不多见。

天际汽车 ME7

展馆

：7A04

亮点：

概念、量产"双子星"

阵容

在上海车展带来首款豪华

智能 SUV 车型———ME7，并开

启预售。 ME7 采用五屏联动设

计语言的量产版内饰也将在此

次车展首次亮相。

天际 ME7 凭借着"五块屏幕"的配置、炫酷车身设计等“高大上”亮点，可以

说圈粉无数。 据了解， 前排连体三屏仪表台采用三块高清屏幕一体式设计

（

12.3

英寸液晶仪表盘

+15.6

英寸中控触控屏

+12.3

英寸副驾驶娱乐屏）

，后排双屏设计

简洁轻薄，得以实现五的信息互通和分享功能。

记者点评：新车计划今年年内上市交付。 此次车展天际

ME7

将正式公开量

产车的内饰。

新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