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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
——
·自主品牌篇

高端化、智能化、爆款化……

自主品牌不断带给观众惊喜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王颖婷

本版图片 车企供图

正在举办的在 2021 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上，带着高端和智能标签的自主品牌特别引人注目。 既有全新车型的亮相，也有全
新品牌的发布，随便走进一个展位，都能发现令人惊喜的车型。 信息时报记者就带领大家一起看看关注较高的自主品牌车型。

广汽埃安 AION LX Plus

带来三大行业顶尖“王炸科技”
亮点：全球首款超 1000 公里续航的纯电车。
作为广汽埃安的旗舰 SUV 车型，AION LX
Plus 的到来， 也标志着 AION 家族全面进入 Plus
化的新产品 2.0 时代。 新车定位
“
智行千里纯电旗
舰”，主打智能、续航和豪华，并带来三大行业顶尖
“
王炸科技”。 搭载独家自研海绵硅负极片电池技术，坐
拥 1008km CLTC 综合续航里程，让新能源领域长期以
来的续航里程“军备竞赛”从此画上句号，引领纯电车
真正进入“月充时代”；首个应用 3 个第二代智能可变
焦激光雷达，为用户带来同级独有的城市及高速 NDA
领航辅助驾驶体验，堪称“汽车高阶智驾的新起点”；此
外，AION LX Plus 应用全球首创两挡双电机“四合一”
集成电驱，实现 2.9s 百公里加速，带领中国汽车首次迈
进 2 秒加速时代。

广汽传祺概念车 EMKOO

概念车变为量产车
亮点 ： 广汽传祺邀请用户参与 EMKOO 的量产设
计、功能开发展等，将概念车变为量产车，实现明年上
市。
EMKOO 代表着广汽传祺混动化和智能化技术路
线，不同于主流车型范式，它拥有前低后高的车身姿态，
满弦造势的高级曲面，让“势”和“跃”的感受更加鲜活。
在细节处，则呈现出了更精致的电气化造型趋势，跃迁
光栅、科幻尾翼、光剑尾灯等部件，极具赛博未来感。
此外， 广汽传祺还发布了广汽智能领航辅助系统，
该系统搭载了华为超高算力域控平台及 34 个高性能传
感器，涵盖高速、城区、泊车的点到点全场景，支持高速、
城市及停车场的智能领航辅助，实现自动按照设定的导
航路径行驶。

MG ONE

一车“双面”智潮科技SUV
亮点：一车
“
双面”，拥有两种不同风格的前脸设计。
“
面孔”的
“
智潮科技 SUV”MG ONE，双车一同
拥有两幅
亮相广州汽车展，吸引众多车迷围观。 其搭载了全新一代斑
马洛神智能座舱系统、AI 语义 Powered by 达摩引擎、30 英寸
环抱 式 智 慧三 联 大 屏、 雅 马 哈 音 乐 座 舱 等 新 潮 配 置 ，MG
ONE 以硬核沉浸智能座舱， 为燃油车消费者带来智潮新体
验。该车还搭载 MG PILOT 2.0 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配备
多项前沿硬件及高阶驾驶黑科技，可
实现全场景无人智能泊车，支持手机
APP 泊车；更以燃油车
首个无感手机车钥匙、
整车 FOTA 等进阶未
来科技，推动科技跨时
代，让年轻人享受到科
技带来的乐趣。

飞凡汽车 R7

从三个维度演绎科技美学
亮 点 ： 飞凡汽车独立后基于“
R-TECH 高能
智慧体”打造的首款车型。
代号为 ES33 的重磅车型自今年 3 月以概念
车的形式发布以来， 便备受行业、 媒体与用户关
注。 本届广州汽车展上，其量产版车型命名正式揭
R”代表英文名 Rising，孕育持续向
晓：飞凡 R7。“
上的力量；数字
“
7”，寓意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
R-TECH 高能智慧体”打造
作为首款基于“
的中高端智能电动产品， 飞凡 R7 采用中大型轿
跑 SUV 的车身形式，以“集智电驱力”为专属设计
语言，从“生命力”、“智慧力”、“气动力”三个维度
演绎智能生命体的科技美学， 外观设计高度还原
概念车。 据悉，飞凡 R7 将于 2022 年下半年正式
交付。

高合 HiPhi X

拥有炫酷开门方式
亮点：拥有炫酷开门方式的可进化超跑 SUV。
高合 HiPhi X 是全球首款拥有开放式智能电
子电气架构 H-SOA 超体电子电气架构、 可与用
户共创的可进化超跑 SUV。 目前，高合 HiPhi X 在
售车型有性能版 6 座、豪华版 6 座、旗舰版 6 座、
旗舰版 4 座四款配置，全系标配四轮驱动、主动式
后轮转向、空气悬挂、六门电控高合展翼门，可满
足用户多元化需求。
另外，搭载全球首发首用的 LUXSENSE 有机
硅皮革的高合 HiPhi X 6 座车型， 首次亮相广州
汽车展。 据了解，该材料通过技术和研发层面的持
续革新和突破，具备独特的亲肤触感与细腻手感，
抗褶皱、易清洁，性能持久优越，助用户实现安全
健康、低碳环保的全新生活方式。

极氪 001

打造全新智能座舱
亮点：豪华猎装轿跑极氪 001 首次亮相广州汽车展。
秉持“不做无聊的智能电动车”的信条，极氪 001 不仅具备出众的设
计与极致的操控性能，还大量加入数字化、智能化亮点，打造了全新智能
座舱。 极氪 001 配备了同级领先的感应式自动门， 当车主靠近主驾车门
（携 带 蓝 牙 钥 匙 ），所有车门会自动解锁，同时主驾车门自动打开，动态多
色环绕式氛围灯会自动点亮；上车后只需轻拉门把手，车门会自动关闭。
智能黑科技让每次上车都充满仪式感。
而进入极氪智能座舱后，以驾驶者为中心的环绕式布局，则为驾驶者
带来高度便捷性与安全感。 极氪 001 配备
了 15.4 英寸的中控触摸显示屏， 与主流笔
记本 电脑 屏幕 观 感 效果 非 常 接
近， 更契合用户日常习
惯。 通过直接点击图像
的方式， 即可实现空调
风向、车窗高度、座椅位
置、 氛围灯颜色等功能
的无级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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