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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全新的“福特中国 2.0”发
布，是在福特中国业务升级为独
立单元之后，福特汽车首次发布
的在华业务发展规划，旨在成为
最值得信赖的品牌。此次发布
主要集中在加速产品研发和投
放速度、研发智能科技、深化战
略伙伴合作关系、坚持创新和本
土人才培养等五大计划，并通过
建设中国创新中心、中国设计中
心、中国产品中心和中国新能源
车中心在内的四大中心来加速
这一计划的实施。

作为“福特中国2.0”转型的
核心之一，福特汽车推出“福特
中国产品330计划”，将加速在
中国的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投放
速度，更好地提升产品的市场竞
争力。根据这一计划，公司计划
在未来三年内，在中国市场推出
超过30款新车型，产品涵盖福
特和林肯两大品牌，其中超过
10款为新能源车型，并加大在
自动驾驶方面的研发力度，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更多针对他们的
需求而打造的产品。

福特汽车通过“智能科技计
划”承诺在中国开发更多消费者
真正需要，并且符合他们使用习
惯的智能科技，并将这些先进技
术快速应用到更多的量产车型
上，从而实现“科技惠及大众”的
理念。福特中国正式发布智行
信息娱乐系统 SYNC+——它代
表着福特汽车与科技公司——
百度，在车联网领域深度合作的
最新成果。它是一款针对中国

消费者需求，结合百度人工智能
核心技术倾力打造的全新车载
信息娱乐系统。

此 外 ，福 特 汽 车 计 划 于
2021年，开始量产首款搭载蜂
窝车联网技术（C-V2X）的车型，
该技术将提升汽车对于周边环
境感知能力，从而帮助改善车辆
安全性能和道路交通效率，推动
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

“战略伙伴计划”将以深化
和拓展互信、共赢的合作伙伴关
系为核心，也是“福特汽车2.0”
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福特
汽车继续深化与其在华合资伙
伴——长安汽车和江铃汽车集
团——的合作，建立充分互信的
伙伴关系，为实现福特与合资伙
伴之间关系的全面升级，在产
品、营销及技术等各个方面实施
互助、共赢的战略合作关系，携

手共进。
为深入履行“更福特、更中

国”的承诺，在“福特中国2.0”转
型过程中，未来在华推出产品
中，将有很大比例是为中国市场
量身打造的。为此，福特汽车推
出“中国创新计划”，将加大对本
土创新和产品开发的投入，让更
了解本土市场的中国团队承担
更多的产品和技术开发工作。

为实现“更福特、更中国”的
承诺，福特中国正在积极打造福
特品牌的全新形象，与中国消费
者建立起更为直接的联系。为
了进一步深化在华发展，林肯品
牌将全方位推进“中国第一、客
户为先”战略，即把中国作为林
肯全球的战略高点，在品牌本土
化、客户体验本土化、产品本土
化与团队本土化这四个领域苦
练内功。

青年报 车键

3月28日，“家大号·欢聚美
一程—东风风行T5L试驾会在
沪拉开帷幕。在通过静态展示
和动态试驾，充分了解了东风风
行 T5L 定位“加大号智汇 7 座
SUV”的真正意义。

全新风行T5L”，以“欢聚美
一程”为产品主张，传递着风行
T5L以家庭需求为主的家用SUV
定位理念，更为家人提供每一
程的舒适和便捷。风行T5L拥
有"加大号空间、加大号颜值、
加大号智能与加大号安全"四
大核心优势，希望能够为消费
者带来“汇聚舒适、汇聚欢笑、
汇聚美好”的理想车生活，带给
消费者每刻时间、每段旅程的
美好生活享受。

定位中型SUV 的东风风行
T5L，采用家族式T系列设计风
格，整车灵动大气。新车长宽高
分别为4780×1872×1760mm，
轴距2753mm。风行T5L采用2+
3+2 的灵活座椅布局，无论是

“4+2+1”家庭，还是“2+2+1”家
庭都能自由乘坐。同时，风行
T5L也力求通过对头部、膝部等
空间的加大化设计，给驾乘者带
来更加宽敞、舒适的用车体验。

风行T5L内饰采用了红黑
双色的主题配色，细节处搭配有
哑光银色饰条，看上去非常具有
档次感。12英寸中控屏、“Fu-
tureLink3.0”车联网系统，支持
腾讯“AI in Car”云端生态，构建
智能汽车交互平台，提供智能导
航、智能社交、智能音乐等功能。

除了在空间和智能配置
上加大号外，在动力方面，风
行T5L搭载了由宝马技术授权
的缸内直喷1.6T发动机，搭配
一台 7 速双离合变速箱。这
样的黄金动力组合，使该车的
动力技术指标达到了中高级
SUV 的水准，在同级别车型中
非常的优越。因此，从操控体
验 上 ，风 行 T5L 起 步 很 是 轻
快，易于操控，车速提升也比
较快，非常适合在多种路况下
的驾乘。

青年报 车键

3月28日，以“领航WEY来”
为主题的 WEY VV7 升级款全国
试驾会在上海举行。除了精彩
纷呈的静态品鉴和乐趣横生的
互联体验外，本站试驾会将VV7
升级款的豪华产品调性呈现在
试驾者面前。正如试驾者所言，
选择了VV7 升级款不仅是选择
了一款豪华车型，更是选择了一
种高品位的生活方式。

上海是时尚的，是潮流的最
前沿，而“颜值担当”的VV7升级
不仅符合上海消费者的审美诉
求。VV7升级款拥有流畅优雅的
车身线条，外观造性极具辨识
度，时尚动感中透露出坚毅与尊
贵，新增梦幻蓝车身颜色更具质
感，驾驶它徜徉在上海街头，俨
然就是一道流动的风景。

VV7升级款在同级别车型中
率先应用了哈曼专利的主动降
噪技术，可生成与噪声反向的声
波，最大化消除车内噪音。偶尔
停靠路边，放倒宽大的人体工程
学座椅，透过智能电动全景天
窗，V7升级款能带给试驾者不
一样的心境。

安心的陪伴
智能安全一路护航

作为 VV7 升级款的智能技
术应用之一，“智慧躲闪”功能引
起了试驾者的目光。该功能以
车道保持功能为辅助，通过摄像
头识别货车等超长车辆，当车辆

超越邻道货车时，系统自动控制
车辆主动避让大型车辆至安全
距离，并且在超过大型车辆后恢
复车辆在本车道中心行驶，让驾
驶者在驾驶过程中更加安心。

同样给试驾者留下深刻印
象的还有VV7升级款智能安全
辅助驾驶系统。试驾者在开启
ACC以及车道保持系统后，即便
是在弯道，方向盘也可以自行修
正方向，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放驾
驶者双手。此外，后排安全带未
系提醒、交通限速标识提醒、开
门预警等其他智能安全配置可
谓亮点十足，16项智能安全技
术共同为VV7升级款构筑出了
前所未有的智能安全防护罩，也
实现了纵擎乐趣与坚固守护的
两全其美。

悦心的陪伴
人机交互妙趣横生

在豪华与安全两大领域
外，VV7升级款在人机交互方面
也加持了多项互联科技，彰显
了WEY品牌的智能基因。WEY品
牌两周年发布的 WEY 道 APP 也
搭载于VV7升级款之上，建立了
属于WEY品牌独有的车主生态
系统。

试驾过程中，VV7升级款在人
机互联方面体现出的“智慧”乐趣
让人倍感惊喜，这一点指的就是
VV7升级款云端语音识别功能。
语音点歌、语音导航识别率非常
精准，通过语音操控打开空调、调
节空调温度等都十分顺畅。

福特中国产品330计划

未来3年力推超过30款新车

东风风行T5L：家大号·欢聚美一程

4月3日，福特汽车公司在“福特中国2.0”发布会上，宣布全新的业务
提升计划，加速公司业务转型，聚焦中国市场，进一步兑现其“更福特、更中
国”的承诺，正式开启福特在中国市场的2.0时代。 青年报 程元辉

闪耀“东方巴黎”
领航WEY来VV7升级款

青年报 程元辉

日前，豪华高性能电动汽车
品牌Polestar正式发布官方中
文名称“极星”。中国是Pole-
star 全 球 最 为 重 要 的 市 场 ，
Polestar 希望以一个富有寓意
的中文名称，更加形象化地走入
中国消费者的心中。

“极星”，是浩瀚夜空中一颗
闪亮的星，它绽放光芒、指引着
前行的方向，将Polestar“纯粹
先锋 高性能”的品牌理念以一
种具象化的形式为中国消费者
呈现。作为品牌中文名称，“极”
代表了Polestar品牌在产品设
计、科技、性能方面的极致追求，
为打造卓越用户体验而毫不妥
协。“星”则代表着Polestar品牌

的先锋定位，不拘于传统思维、
充满创新精神，代表Polestar志
在成为推动汽车行业电气化变
革的先锋。

伴随着品牌中文名的发布，
一颗耀眼的新星即将正式登陆
中国，它就是 Polestar 旗下第
一款纯电动车型 Polestar 2。
自今年2月发布以来，中级豪华
纯电动轿跑Polestar 2在全球
范围内引起了强烈的关注。极
简主义的纯粹设计、无与伦比的
先锋科技以及充满驾驶乐趣的
电气化性能，让Polestar 2无可
厚非地成为了中级豪华纯电动
细分市场中的一个新焦点。今
年4月12日，Polestar 2将于上
海进行首发，期待与更多中国先
锋人士相遇。

Polestar品牌
全新中文名称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