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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为期4天的第19届中国国际摩托车
博览会（简称中国摩博会），在重庆国博中心圆满落
幕。

中国摩博会是经国务院批准的我国唯一的国家
级摩托车专业博览会，已连续举办了18届。从会展
规模到会展模式，全方位展现摩托车的创造力与价
值，中国摩博会正打造摩托车行业从业者以及爱好
者的“朝圣”之地。

上千家企业参展，成为我国乃至全球年度
第一大摩托车专业展会

2021中国摩博会展示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
过3万平方米的室外动态展示区，展示面积比去年
增加50%。汇集了来自中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
国、日本、英国、西班牙、韩国等10多个国家的摩托
车及电动车行业的整车、零部件、服饰文化用品等共
1000余家企业参展，参展企业数较上一届实现翻番
增长。

摩博会汇聚了全球超过70多个燃油车、电动车
整车品牌，亮相展车1000多款。哈雷、宝马、本田、
川崎、杜卡迪、比亚乔、北极星、印第安、MV
Agusta、豪 爵 铃 木 、宗 申 、赛 科 龙 、无 极 、
QJMOTOR等7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均全部亮
相本次展会。

同时，上下游产业链参展企业也代表了中国摩
托车行业最优秀的制造能力。

从参展规模来看，中国摩博会已是我国乃至全
球年度第一大摩托车专业展会。

新能源新设计新智能，引领摩托车行业发
展新趋势

本届中国摩博会上，全国乃至全球新车首发超
50款，大排量、中高端摩托车亮点纷呈，国际大牌、
国产自主品牌均推出重磅新品，大排量高端摩托尤
为吸睛。

哈 雷·戴 维 森 在 此 次 博 览 会 上 举 办 了
“Sportster S”新车发布会，本田 Honda 带来了
RC213V、PCX160 在 本 次 展 会 中 首 秀 ，Moto
Guzzi 一百年纪念版中国首秀。

本土企业也展露出不容小觑的实力。宗申赛科
龙亮相1000cc运动巡航的RA9、401cc运动仿赛的
RC3S 等 新 车 ，排 量 横 跨 从 250cc 到 1000cc。
VOGE无极正式发布250RR和525R两款重磅产
品，且首次公开亮相350AC及 LX-350T-5踏板
车。再度回归的力帆摩托发布全新 KPT400、
KPS150/200、KPMcafe 三款车型，同时亮相了
V600科技巡航等热门产品。从展会可以看出，我国
大排量休闲娱乐摩托车市场已成规模，摩托车企业
正着力推动产品升级、智能制造，不断实现摩托产业
高端化和消费结构调整，同时带动了摩旅、服配、改
装等摩托车周边产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森蓝、Davinci Tech、SOCO、电斐、

摩灵、摩兽出行、虬龙、DOFERN、珠峰钇动力、台
铃、金箭、玉骑铃、赛鸽、豪林、神韵等新能源整车品
牌集体亮相，展现了新能源电动摩托的发展现状和
未来趋势。

“1+1+2+6”场景融合，全方位展现摩托车
的创造力与价值

2021中国摩博会场景模式全面升级，“1+1+2+
6”全城乃至全国联动的场景融合，即：1个超过10万
平方米的重庆国博中心主会场，1个专为全国摩友专
门修建的“CIMA机车公园”，至少2家代表重庆特色
的火锅商圈，陕西西安、山西太原、四川成都、江苏南
京、湖南长沙、广西防城港6个分会场同步举办。

在室外场地，开展摩托车专题动态展示，深受摩友
喜爱的“CIMAMotor C弯出道”、“CIMAMotor车主
自售”、“CIMA之夜”、“CIMAMotor摩友最爱年度车
型评选及试驾体验”、“920劳动骑士节”活动精彩呈现。

为全国摩友打造了CIMA机车公园，有7公里
的连环弯道、1万平方米的全新高山综合性赛道、3.5
万平方米的山野露营基地，多样化的场景，为摩友创
造更多的互动形式和展示舞台，全方位呈现摩托车
的互动参与性和观赏性。

中国摩博会吸引了快手、哔哩哔哩、斗鱼、天猫
等多家短视频、直播、电商平台等互联网企业参展，
短视频、直播的流量导入吸引了更多年轻群体观众，
通过强调摩托车体验感、实现跨界品牌认知，全方位
展现摩托车的创造力与价值。

（集团战略中心 欧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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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行业转型 共创美好未来

2021中国摩博会专题报道①

赛科龙赛科龙RARA99首发首发，，万众瞩目万众瞩目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璧山的2021款RE3的车友。
从今年3月份买车到现在，已经过去近半年了，车也跑了
7600多公里，除了周末，几乎每天两点一线的65公里。其
实我关注这款车，是从朋友的20款RE3开始的，这款车紧
凑圆润，亲民的座高（我身高只有1.65m），真空辐条轮，骑
上这款车感觉特别的帅气，上市当年就成为了爆款。今年
这款车的升级版又上市了，对整车动力、外观品质、舒适
性、智能化等18项进行了全面的优化升级，最重要的是，
商家还给出了“加量不加价”的优惠活动，因此，我果断下
叉，定下了这款车。作为资深车友，我谈谈对这辆车的用
车感受。

1、发动机方面：本车发动机实际排量为401ml，在转
速较低（低于4000r/min时），提速稍微偏慢，之后，动力提
升很快，我用GPS实测了一次，0-100km/h加速时间为
6.7秒，高速动力充沛，加速有力，极速能感受到较强推背
感。另外，本车用了滑动离合器，对比没有滑动离合的车，
确实在换挡平顺性及换挡顿挫方面有明显提升，最重要的
是捏离合比较轻柔，就算连续跑个两三百公里，频繁换挡
也不会引起手酸。

2、振动方面：我对整车振动是比较在意的，买车以前
也一直关注网上评论，个别网友就谈到了老款RE3整车振
动较大，我也试骑过朋友的车，感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离
谱，就是车速在120km/h以上手把振动稍微有些明显。
后来，看了厂家发的新品宣传，针对手把振动专门做了结
构优化，我买车之前也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到店里对实车进
行了反复的试乘试驾，嘿！确实改善了不少，从怠速、加减
油、高速巡航各种车况都试了，感觉振动真的小了很多，后
来我脱掉手套试了一下，振动也不大，这下我就彻底放心
了，看来厂家确实在这一块是下了功夫的。

3、减震方面：这车定位是适用于城市骑行，在铺装水
泥路、柏油路减振效果还是不错的，在过较大的凹凸不平
的土路或炮弹坑路的时候，还是有些颠，我一般在城市路
面跑居多，偶尔去一下乡村，目前乡村基本都打了水泥路，
对于减震这一块，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4、散热方面：我从3月份买车到现在，经历了一个夏
天的酷暑，对本车散热情况我深有体会。首先，不得不承
认，由于整车结构布局相对比较紧凑，发动机、消声器等热
源散发要稍微慢一点，在近40℃高温天气下骑车，肯定有
些热。我曾经骑过某进口大排，比这个车还热！并且，
2021款在这方面还作了优化，我尝试过，无论多热的天
气，骑行中座垫烫屁股现象基本没有，只有小腿部分，车速
慢时，还能稍微感受到发动机的“热情”。

5、刹车方面：我以前骑的车没有ABS的时候，在雨天
或湿滑路面非常小心，就怕一不小心刹车踩重了引起侧滑
摔倒，本车标配前后碟刹带博世ABS，且ABS的触发非常
及时，反馈到脚踏及手柄的力度也不轻不重刚刚好，自我
骑了这台车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轮胎侧滑摔倒这种情
况，除了轮胎防滑效果不错原因以外，ABS功劳不小。

6、油耗方面：我没有过多关注过油耗，每天上下班骑，
跑得快的时候时速110多，大多时候在50多公里时速徘
徊，一般一周加一次油15升油左右，跑430多公里，算下来
油耗在0.25元/km左右，油箱容积19L，一箱油能跑500
多公里。

以上大概就是我的用车感受了，想起来的暂时也就这
么多。不吹不黑，现在国产摩托车的质量比起十多年前好
了很多，不光配置上档次，服务也很贴心，反映问题后，很
快就上门解决了，态度还很好。一句话概括：升级后的
RE3的确很香！ （重庆车友供稿）

老人曾说人有三次长大，一是束发，二是入仕，三
是身退。如果把入职等同入仕，我很庆幸我能够在宗
申机车公司得到第二次成长。相比于之前的成长，感
觉这次带给我更胜从前的体验，没有了读死书的机械
感，反而是充满了灵活多变的学习以及工作；更没有了
被动学习，与之相较的是主动学习，主动寻找问题，不
懂就要学会表达出来。下面谈谈我入职一个月的工作
体验和感触。

我接手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对涂装收入表的数
据进行处理。涂装收入表是一个很基础的表，我从一
开始的看同事操作，然后在暂时配给我的笔记本电脑
上进行实际操作。这个过程看似很简单很基础，但是
我发现往往越是简单基础的事情，越是能够反映出问
题所在。俗话说的好，万丈高楼平地起，只有地基牢固
了，才能走的更长远，因此到交接给我这项工作的时
候，我是提起了十二分的精气神，仔仔细细地把整个流
程练习了20多遍，回到家也都会拿出电脑，重复几遍，
梳理一下整个过程框架。终于能完全独立地处理这项

工作了，虽然未能做到尽善尽美，但是我会朝着这个目
标前进。

随着交接工作的推进，我也慢慢接触到了涂装部
门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测工时、测面积。虽然之前
在书上学过测面积的方法，但是当我第一次接触到实
际产品的时候，才发现“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的道理，因为喷漆的工序和工艺是不一样的，所
以在测面积的时候，都是需要了解该产品的喷涂口径，
再根据实际产品来进行计算，这就需要很仔细的观察
和认真的态度了。这里要感谢部门前辈手把手的教，
很有耐心的解答。通过将近一个星期的不间断的实
测，我累积了对很多产品型号及其油箱和覆盖件的了
解，一定程度掌握了测面积的方法，真真实实地学到了
很多有益的知识。

来到宗申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但是我已经做好了
朝着未来奋斗的准备，希望自己能够加快融入到工作
当中，发挥出自己的光和热，和宗申一起进步，一起变
得更完美。 （宗申机车公司 陈慧琳）

我的宗申初体验

岁月流逝，时不我待。一转眼我们也人到中年了，父母亲年
龄也就快七十了。

经过家庭商量，我们兄弟俩决定，在城里为二老买一套房居
住，和我们近一点，也好照顾。

由于我们是通过农转城政策进城，所以，农村的老屋需要短
时间里拆除。在离开农村老屋的时间里，全家人认真的整理老
家房里的东西和物品。将物品分为三大类，一类是需要带进城
里的，二类是可以送给还在家的亲人和邻居们的，三类是需要抛
弃的。很多物品伴随父母或者爷爷奶奶们很多年，在分类时，年
迈的父母将很多物品均放到了带进城里那一堆里。由于城里房
子不大，而且很多物品的确用不上，所以，父母准备带走的那堆
里，大部分均放弃了。

突然，我在父亲决定带走物品里，发现了一个很破旧的塑胶
袋，塑胶袋里面裹着用橡皮筋捆着两本有些残破的本子，我几乎
没有怎么看清楚，就准备扔到了。这个动作刚好被老父亲发现
了，老父亲一下子生气了，迅速从我手里抢过塑胶袋，然后大声
的骂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了，什么东西都不带走，那你们两兄弟
也把我们两个扔掉算了，我们两个不进城了，老房子是你们两兄
弟卖掉的,现在给我买回来......”

坦白的说,我们一大家人生活了几十年,很少看到老父亲发
火的，即使很生气，也就是把我们兄弟拉到一边，教训几句就过
了。特别从来没有当着儿媳、孙子、孙女们骂人的。所以，我完
全蒙了，不知道为什么？全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家均停
止了整理。这时，弟弟从父亲手里接过塑胶袋，然后一点一点的
打开，最后发现是两本陈旧的、明显翻过多次的、有些残缺的礼
簿。礼簿纸张有些发黄，但是上面的毛笔字仍然清晰、有力。塑
胶袋除了这两本残缺的礼簿以外，什么也没有。

父亲抽了一支烟，平缓一下心情，才慢慢地给我们一家人讲
这两本礼簿的事情。父亲说：“我们祖辈务农，爷爷、奶奶和我自
己一辈子也没有离开小山村几次，现在要离开这个土生土长的
地方了，我们一家人欠这片土地太多了，欠这里的乡里乡亲太多
了……”说着，父亲哭了。

我们兄弟俩也深深进入沉默。是的，从我懂事时起，经常听
爷爷奶奶讲他们小时候的事情。解放前，小山村强盗（土话：棒
老二）横行，经常带着土枪下山抢粮食、鸡、猪等，爷爷回忆，那
时，我们那小山村里团结，大家一同对付，才度过去了。解放后，
才彻底的打倒了棒老二。当然，小时候，还有一个关键词是永远
不会忘记，那就是“贫穷”。因为我们兄弟俩是大家庭里长房的
两长孙，所以，大人们均特别疼爱。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每天中
午和晚上和大人吃饭时，总是在一大锅红薯的中间，有一个小饭
盒，打开盒盖时，总是有半盒白白的米饭；大人们总是用筷子轻
轻的夹一点点到碗里，而留下一大半给我们吃。我们小时候也
很“聪明”，不愿意吃红薯。但是，吃白白的米饭，大人有一个要
求，那就是必须要好好上学，作业本上必须全部是“√”，不能有

“×”。如果作业本上“×”多了，不仅仅白米饭没有了，我们那可
怜的小屁股，就会被爸爸狠狠的“揍”一顿，平时那么温柔可亲的
爷爷奶奶，一点也不帮我们。

后来，我们兄弟俩考上了大学，由于家里贫穷，根本没有能
力供我们上学开支。小山村里的乡里乡亲，在我们的升学宴上，
给我们送上他们能够拿得出全部积蓄，这家五十元，那家二十
元，然后汇总到这两本礼簿上，变成那一行行有力的毛笔字礼
单。当我们翻到礼簿上已故爷爷和外公的名字时，上面分别写
着礼单一百元。九十年代的一百元，是多么大的一笔礼金啊！
我们也流泪了……

我们终于明白了老父亲生气的原因了。今天，我们全家人
要离开小山村了，但是，我们欠下了小山村一本厚厚的礼单，所
以这两本残破礼簿必须要带回城里，好好的保存。在当天晚上，
我们宴请还在小山村的亲戚以及同村的所有的人，一共才坐了
四桌。在此次宴会上，父亲、以及父母的同龄的叔叔们，能够喝
酒的男人们，均喝了很多的酒，也说了很多的话，流了很多的
泪……

当天夜里，喝完酒很晚了，我们兄弟俩仍找出了那两本残破
礼簿，一页一页的翻，一行一行的读每一个礼单上名字，努力的
回忆着他们，想象当时他们凑礼金、送礼、写礼时的情节，不禁感
慨万千。后来，我们兄弟俩不约而同的说，这两本礼簿还必须加
上两个人的名字。

我们兄弟俩各拿出一支笔，在礼簿的空白的第一页上，我写
上了爸爸的名字，弟弟写上了妈妈的名字......

（宗申通机公司 伯朝平）

9月25日，“孟晚舟回国”的消息引爆朋友圈。
历经近三年，1028天的奋力斗争，孟晚舟乘坐中国
政府包机顺利回国。

孟晚舟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的回国感言，让人
为之动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祖国正
在走向繁荣昌盛，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我今天的
自由”、“感谢亲爱的祖国，感谢党和政府，正是那一
抹绚丽的中国红，燃起我心中的信念之火，照亮我人
生的至暗时刻，引领我回家的漫长路途。”

当一个国家为了一个公民的自由而不懈努力，
我们就能感受到这背后的无限深情。“如果信念有颜
色，那一定是中国红”，一抹中国红，成为无数国人在
黑暗中最亮的光。不仅是孟晚舟，2011年利比亚撤

侨，2015年也门撤侨，2016年新西兰撤侨等等，当
其他国家的公民还处于惊慌中时，华人华侨已经乘
坐中国政府的包机从危难中离开。每当我们的同胞
遇到危难时，祖国总是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做我们
的“诺亚方舟”，做人民的安全卫士。机场的一句“祖
国接你回家”，是多少同胞在至暗时刻的期待与希
冀，曾给了多少在危难之际的同胞最强大的安全感，
更是展现出我们大国的自信与力量。这一切，不需
要我们付出任何努力，仅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
的身后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

2019年底，当疫情突如其来，在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上下一心、众志成
城，我国疫情防控阻击战成绩斐然。从总书记的系

列指示，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从地方各部
门的快速跟进，到专家医生的全身心投入，再到所
有中国人的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无一不体现着党
中央的坚强领导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当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因为各方面的问题
面临感染病毒的压力时，我们的国家用三个月的时
间基本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并且在半年内研制出了
新冠病毒疫苗。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在保证安全的
前提下相对自由地出行。这些都离不开强大祖国
的支撑和保护，这一切的背后，都是“中国红”的自
信与底气。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为我们负重前
行，向无数革命先烈以及为人民贡献的逆行者们致
敬，这盛世如您们所愿。同时祝愿祖国神州奋起、国
家繁荣，山河壮丽、岁月峥嵘，江山不老、祖国常春！

祖国母亲，72岁生日快乐！
（宗申机车公司 张卓然）

最美的颜色是“中国红”

“残缺”的礼簿升级后的RE3，真有你们说的那么香吗？



在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上，宗申动力旗
下产品与宗申机车、宗申比亚乔等整车企业统一参展，展
品数量达到新高，人气持续高涨。

氢能源摩托车震撼来袭

由宗申动力旗下新能源公司自主研发的氢能源摩托
车E-RT3首次在摩博会亮相。E-RT3打破传统燃油和
电动动力局限，搭载了宗申动力子公司—宗申氢能源公
司自主研发的燃料电池系统，配置碳纤维复合材料氢气
瓶，实现最高车速和续航里程的突破。整车在内部测试
时实现了“双 100（速度 100 和续航 100）”性能指标
（35MPa下）；通过高压氢气加注，仅需3-5分钟解决里
程焦虑；整车最大续航可接近150km，并可满足全天候
使用需求；最终排放物为水，真正实现零排放，具有“零排
放、强动力、长续航”的优势。同时，通过车载供氢系统高
温保护、过压保护、低压报警、泄漏检测等安全设计，车辆
氢气系统的安全性得到高度保障。E-RT3无疑成为中
国摩托车行业的划时代之作。

电动力 擎未来

本次摩博会，宗申动力展出的两轮车系列电机，追求
高功率小体积、高效率大扭矩，大幅提升续航里程，省电
省时省钱，经济更实用。

宗申新能源公司引进先进的电机设计理念，通过与
德国研发公司深度合作，开创了“发卡”电机技术应用的
新高度。

宗申通过不懈的自主研发，打造了行业顶尖的技术
团队。构建五个产品平台、十余款针对不同应用的先进
产品，同时申报并取得技术核心发明专利多项，形成核心
技术的安全屏障。

宗申新能源公司新建成电机自动化生产装配线，将
电机定子、转子制造和总装完美结合，生产现场更加流
畅、规范，核心制造工艺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产品已完成
对商用车、物流车、乘用车、电动摩托大部分新能源车型
的动力覆盖。

大排动力 凸显力量与美感

宗申动力参展的燃油两轮车动力均是大排量动力，多
款令人翘首以盼的全新佳作悉数亮相，燃爆全场。其中，
SV900最为吸人眼球。SV900是一款V型双缸八气门水
冷发动机，最大功率为70kW(8750r/min)，最大扭矩为

90N·m(6500r/min)，动力强
劲，深受大排爱好者的追捧。

ZS650 是联合英国著名
摩托车厂诺顿（Norton）共同
设计开发，由宗申出品的
650CC直列双缸大排量发动
机，一经上市便成为了街跑
车、休旅车动力的新典范。国
际技术融合宗申多年的研发
制造经验积累，可谓是强强联
合的大成之作。

NS400是运动大踏板车
专用动力，具有纯正的意大利
血统，经过多年来与比亚乔的
合作，已获得全部知识产权。
设计先进，机构紧凑，性能优
异，可靠性高，实现与国际同
步，与世界共振。

另 外 ，参 展 的 还 有
TC400R、ZS550SR等大力产
品，不管是霸气十足的外观还
是亮眼的技术性能，都引来海
量围观，展示了宗申动力作为
领先的中小型动力系统集成
商的不俗实力。

（袁洪根叶勇 韩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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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中检西部杯”2021
中国摩托车年度车型评选在中国国
际摩托车博览会揭晓，来自国内19
个摩托车企业得到了本年度新品研
发的荣誉。宗申集团旗下产品获四
项大奖，成为全国摩托车行业中获
取奖项最多的企业。

作为每年一届的摩托车年度车
型评选，自2014年起，由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摩托车分会和国家摩托车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联合启动，搭建
企业新品发布和评选评优相统一的
平台。

今年的年度车型评选活动，在
继续致力于强化以国家摩托车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为依托的专业检测和
科学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对摩
托车新品进行前期展示、中期测评、
后期推广为主的全方位、全过程宣
传推广，利用摩博会平台进行品牌

车型展示及体验互动。其中燃油摩
托车年度车型评选共设6个奖项，
具体为十佳车型奖、创新车型奖、时
尚车型奖、人气车型奖、关注车型
奖、运动车型奖。

经过海选、初选、入围等环节，再
经专业检测评价、试驾体验、网络投
票、评委投审等环节进行综合评分，
最终19个品牌的23款燃油摩托车，
成为本年度获得嘉奖和肯定的优胜
者。宗申集团旗下产品夺得其中四
项大奖，其中，赛科龙RG3入围年度
十佳车型奖，赛科龙RX6获年度创
新车型奖，宗申-aprilia GPR250R
获 年 度 运 动 车 型 奖 ，宗 申 -
PIAGGIO X7获年度人气车型奖。。

年度车型评选作为摩托车行业
专业权威的全国性活动，得到企业
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参评的国内
燃油摩托车品牌37个，参评的国外
摩托车品牌超过10个，其市场规模
占全国的90%以上。

（集团战略中心 苏莹）

9月17日，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摩托车博览会
在重庆拉开帷幕，宗申机车旗下赛科龙摩托、宗
申摩托、森蓝新能源摩托车三大整车品牌以焕新
之姿惊艳亮相，首秀多款备受期待的全新车型。
无论是参展阵容、规模、展馆面积还是展台人气，
均达到全新高度。摩博会现场，宗申展台人气持
续高涨，热力值持续拉满！

致驾控，享非凡：公升级运动巡航领衔，
赛科龙开启豪华机车盛宴

以宗申机车30余年深厚积淀打造的赛科龙
品牌，承载着宗申机车的荣耀和梦想，经过5年
的品牌沉淀，赛科龙在休旅、复古、踏板、巡航等
品类铸就了较完整的产品体系，成为国内中大排
产品的中坚力量。本届摩博会运动巡航RA9领
衔多款重磅新车亮相，开启豪华机车盛宴。

运动巡航RA9，搭载一款V型水冷双缸发
动机，除了个性十足的运动巡航外观、博世双通
道ABS、滑动离合、倒置前减单后减、西互制动
这些前沿配置，最具个性的运动巡航外观和单摇
臂设计让RA9一经露出，便引发海量围观。

运动仿赛RC3S，运动赛车外观设计，搭载
赛科龙专属的TC401双缸水冷八气门发动机，
加上博世双通道ABS、倒置前减、前双后单碟刹
意味着RC3S可以轻松闪转腾挪，股掌之间即可
释放仿赛激情。

进阶级休旅RX3S MAX，采用全新休旅外
观设计，搭载的是401cc双缸水冷八气门发动
机，以及滑动离合、倒置前减、可关闭的ABS等
配置，只为休旅玩家们带来与众不同的骑行体
验。

豪华休旅RX850，以精致豪华的设计、澎湃
的动力、先进的智能交互为广大骑行爱好者打造
顶级奢华骑行体验，带来极致豪华与极致骑趣的
完美融合。整车外观设计，源自意大利Ricardo
设计团队，纯正欧洲运动美学设计。

纯粹英伦复古RE5，英伦复古外观设计，搭
载ND550双缸水冷八气门发动机，配备滑动离
合、西互制动，博世双通道ABS、条轮真空胎、倒
置前减震等，只为国内的复古爱好者增添更多的
骑行乐趣。

赛科龙英伦复古系列的又一款新品RE2亮
相，经典的英伦复古外观，搭载PY250水冷四气
门发动机，配备滑动离合、倒置减震、双通道的

ABS等，致力成为年轻人入门复古首选。
自RT3睿途上市以来，凭借科技、豪华、舒

适、智慧的特质，赢得了全球45800名用户的肯
定。本届摩博会，赛科龙踏板系车型RT3S、RT2
同时亮相，广受关注。豪华大踏板RT3S，搭载水
冷四气门SV300发动机，配备博世ABS、加热手
把、加热坐垫、电动风挡、智能手表等配置，造就
RT3S豪华出众的骑行体验。

ADV 踏板 RT2，有着运动、灵活的城市
ADV外观设计，搭载RT3同款的SV250单缸水
冷四气门发动机，无钥匙启动、双通道ABS、舒
适的大座垫等配置，预示着这款车将会在城市中
有着良好的骑行体验。

入门级休旅RX1S MAX，搭载PY250水冷
四气门发动机，加上滑动离合、ABS双通道、倒
置前减、下置式不锈钢消声器、铝合金三箱等配
置，RX1S MAX将刷新休旅风潮，守护摩旅新
人。

赛科龙品牌除了RA9等新品首次亮相，还
有 RX6、RG3、RE3、RE3 攀爬、RT3C、RT3、
RA2等重磅车型共同参展，如此豪华阵容引发
车友纷纷驻足打卡，人气爆棚。

面对未来存在的机遇与挑战，赛科龙制定了
清晰的发展蓝图和产品布局，将持续推出更多的
高品质自主车型，不断丰富广大用户的骑行生
活。

年轻不设限：宗申潮燃新品齐亮相

宗申潮系列自从4月春季发布会正式亮相
以来，持续深化品类创新，不断丰富产品矩阵。
本届摩博会，宗申潮系列继续火力全开，再次展
现硬核实力与潮玩态度。一次性迎来三款力作
——G250E、G250R、250X，一经亮相便成为了
展会现场的人气明星。

作为潮系列250排量段下的首款复古车型，
现代复古G250E揭开了神秘面纱。新车在外观
设计方面将复古元素融入当代美学，通过运用力
量感的流线造型，完美诠释纯粹而简洁的设计理
念，并将独特的复古审美与现代科技配置相结
合，赋予了复古全新意义，使复古更加潮流多元。

致力成为街道的头号玩家的G250R，有着
“年轻人都无法拒绝的”动感姿态。外型刚型有
范，诠释爆表颜值，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于人生
第一辆250街车的无限期待，亮相即炸裂全场。

250X定位进阶级潮装越野车，是为年轻而
生的硬派潮品，凭借优秀的越野性能与出色的操
控，让“硬核玩家”在城市与野外的穿梭中享受野
趣，满足用户酷玩、越野的个性化玩车需求，带来
随时成为焦点的领潮感。

超人气复古弯梁YAMI，开场便成为展台焦
点，收获各路车圈大拿、时尚大咖的青睐随手打
卡留影，惊艳朋友圈。

展会现场，运动街车 250R、MINI 街跑
150R，欧式复古踏板125ET、入门级休旅150X，
以及休闲复古WEEK8、青春运动巡航200SC集
体登台，多方位呈现宗申潮系列车型魅力。

至此，潮系列家族谱系已初露峥嵘，日趋完
美。宗申潮系列将打造小排精品，为用户提供更
高品质的小排休闲代步工具。

技术驱动乐趣：氢能源摩托车领衔，森蓝
全系车型亮相

作为宗申旗下高端智能新能源摩托品牌，森
蓝坚持以创新为基，品质为本。凭借智能、安全、
舒适、品质、驾控理念成为高端新能源出行方向
标。

森蓝采用合作研发的电机、使用高能量密度
的锂电，往科技化、智能化、轻量化方面发展，符
合未来的环保发展趋势。除宗申燃料电池摩托
车E-RT3首次亮相外，现场，O2氧、B1蓝调、Z1
极刻、E-RT3、ET2、E-RX1等8款产品同步参
展，强大的产品阵容，引众多新能源摩托车爱好
者来到现场、踊跃打卡。

内场观众大饱眼福的同时，外场的试骑观众
也玩嗨了。此次提供了赛科龙RE3、RT3、RG3、
RA2、RX3S、宗申250R、150R、YAMI，以及森
蓝E-RT3、EX1、B1等车型，供观展摩友在外场
试乘试驾，同时还组织了趣味绕桩比赛，吸引了
众多摩友的参与。

此番摩博会，宗申机车展台人气火热，不仅
源于十余款重磅新车的集结登场，也离不开宗申
机车对于潮流风向的精准把握，为广大用户带来
了耳目一新的逛展体验。将展台打造成了场内
有爆点，场外有态度的潮流盛会。未来，宗申机
车将继续以用户为中心，进一步探索用户个性需
求。推出更多新潮个性化产品。

（宗申机车公司 谢彬）

这个中秋，不止团圆。宗申比亚乔携旗下新
品，亮相中国摩博会N8馆，流光破界，人气爆棚。

GPR系列成员亮相CIMA

宗申比亚乔7月初发布的GPR250R，凭借其惊
艳的家族外观设计、高端的车辆配置与口碑过硬的整
车性能，在250级别跑车市场掀起巨浪，收割大批车
友目光。

现在，GPR250R以更好更强的姿态亮相重庆
摩博会。前挡泥板与车身侧盖板升级为碳纤纹路，
更显高端质感；全新设计的把手与开关按钮，使用
更舒适方便；全车更有多项细节改动，不断精进，只
为突破自我，再创新境。

GPR家族最新成员GPR250S/150S亦同步亮
相。新品车型保留了双翼梁铝合金镂空车架、前后
大直径碟刹制动、双通道ABS、全车LED灯具等广
受车友好评的车系精髓，并着重针对街道骑行进行
优化改造。

为了给用户更好的街道骑行体验，GPR250S/
150S调整了骑行三角，采用高位一体式手把，骑行
姿态由GPR250R的低趴战斗变为舒展街跑，并改
用柔软的一体式坐垫，将运动与舒适平衡统一。

除去展示，现场还设置有问卷调研，让广大车
友可自由发表对GPR系列新品的意见与建议，了解
后续升级优化方向，输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

SR Max250S动感出道

本次摩博会，SR Max 家族最新成员 SR
Max250S 携 新 版 画 、新 设 定 亮 相 展 台 。 SR
Max250S通过缩小轮径，进一步降低车辆重心，带
来更好的操控性能，配合整车运动调校与全新设计
的专属版画，让乐趣与风格弥漫每一次骑行。

凭借丰富的配置、惊艳的性价比，X7自上市以
来热度一直居高不下，本次盛会X7同样在小乔展
位的专属区域与到场车友见面。X7耀夜版亦已于
近期正式上市，用更惊艳的美学灵感、更自如的骑
行体验，与你一起，发现城市的新色彩。

展位活动精彩纷呈

场内展位可不止有车，宗申比亚乔还为摩友们
精心安排了各种好看的、好玩的，GPR250R压弯打
卡区就是其中之一。通过精细的场景搭建与支架
辅助，还原了赛道状态下车手下压过弯的激情场
景，不必亲临赛道，即可体验贴地磨膝的热血快感。

模特走秀与乐队现场表演同样是一大看点。容

貌精致、身材高挑的模特与个性机车风范融汇，相得
益彰；乐队现场表演多首欢快曲目，令展位的氛围情
调更上一层，奉上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还为到场的车友准备了打卡赠礼活动，只需在
小乔展位内拍照打卡，即可获赠精心准备的官方周
边礼品包，为您的2021重庆摩博会之行留下独特纪
念。

场外试驾乐趣不停

内场展位多款机车精彩亮相，外场试驾活动同
样乐趣不停。除去GPR250R、SR Max250S、SR
Max250、X7之外，GPR家族新成员GPR250S同样
位列试驾名单之内，让到场车友能抢先体验新锐街
跑的过人之处。试驾现场同样设有问卷调研，让车
友能表达对GPR250S的意见与建议。

本次试驾场地规划完善，既可在大直道体验瞬
间提速的快感，亦可通过连续绕桩体会掌控自如的
肆意快感。性能颜值出众的机车、专业合理的场地
规划、贴心周密的活动安排，让每一位到场试驾的
车友能充分感受骑行带来的乐趣，流连忘返。

除此之外，在摩博会官方公共区域以及天府露
营乐园处同样设置有小乔机车的试驾活动。其中，
于摩博会公共区域开启的试驾活动除了可以上手
体验X7、GPR250R与 SR Max250S 的驾驶乐趣
外，X7与GPR250R还设有奖项投票，让广大车友
票选自己心目中的“THE ONE”；天府露营乐园更
是本次摩博会GPR250R赛道版仅有的可供试驾地
点，气氛爆燃。

官方改装案例动燃而至

作为向专业赛车看齐的GPR车系，出厂状态就
可满足赛道入门需求，但你如果因此小看其改装潜
力，可就大错特错了。

本次摩博会，我们为大家带来了GPR官方改装
案例，融汇升高竞技脚踏、竞技链条、轻量化上联
板、空气动力套件、竞技减震等战斗范十足的改装
部件，展现GPR最为狂野、热血、专业的一面。

现场还有官方改装部件、潮流服饰等精彩周边
同步展出，与广大车友与潮流爱好者一起分享探寻
机车生活的新可能。

风格迥异的各式机车、潮流时尚的多彩周边、
乐趣不停的活力试驾，本届展会，宗申比亚乔为广
大车友带来更精彩、更多元、更有深度的产品与服
务，为乐趣加分，为驾驭赋能！

（宗申比亚乔公司 关朝彬）

2021中国摩博会专题报道②

宗申机车：三大品牌强势登场 展现雄厚研发实力

2021中国摩博会专题报道⑤
2021中国摩托车年度车型揭晓 宗申获四项大奖

宗申比亚乔：
GPR系列新品集体亮相摩博会

2021中国摩博会专题报道④

20212021中国摩托车年度车型颁奖中国摩托车年度车型颁奖豪华大踏板豪华大踏板RTRT33SS 进阶级潮装越野车进阶级潮装越野车250250XX 复古弯梁复古弯梁YAMIYAMI

街道头号玩家街道头号玩家GG250250RR

豪华休旅豪华休旅RXRX850850

ADVADV踏板踏板RTRT22 现代复古现代复古GG250250EE

纯粹英伦复古纯粹英伦复古RERE55 运动仿赛运动仿赛RCRC33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