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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环保信息随车清单

(中国第六阶段 )

上海雅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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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升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声明:本清单为本企业依椐 《屮华人t(共 千ul± 大气氵·I染 防治泫》和生态坏境

部相关规定公开的机动车环保信启、,本企业又刂本请单所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完繁性负责。本

企业承诺:VJN码 (见封面条形码 )白勺轻型汽油车符合《轻 I刂 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晕方法 〈屮LI第 六阶段 )》

(GB183V,62016)b阶段,PN满 足6,0× 10· 个/kη ,Rl【 ]氵芮足限伯要求 ,《 汽油↑污染物排放限佰及测量方法

(双 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 )》 (GB18285)和 《氵
′
1午加速彳∫Jt乍 外噪声限亻广i及 坝刂量力法》(G⒔ l195)的 +F夫 要

求,同 时符合相夫标准规定的环境保护 16万 公里耐久性耍求。

第一部分 车辆信息

01 乍辆型号:

02 尚  标 :

03 汽车分类 :

04 排放阶段 :

05 车型的识别方法和位置 :

06 午辆制造商名称 :

o7 生产厂地址 :

08 发动机编号:

og 基准质量 :

第二部分 检验信息

10 犁式检验佶月、;

依 据 燕标 灌

GB 、835',6-2016

GB 1495-2002

ll 出厂检验信启、:

依据的标准

第三部分 污染控制技术信息

13 发动村L驷 叮/生产企业 :

14 催化转化器型号〃L产 个业 :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

勿

|国 家书1⒓Vl午 产La Tl质 量‰督检验屮心 (ll洵:、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怕督检验中心 1上海 )

YPV50∶〕5XsW

雅升牌
M1

国六

午辆识别代兮lll,洱 按打刻仃发动村1舱 仙侧翼 rllx l∶ 粘贴在靠近前挡丿x1玻璃立柱的

仪汰板 卜:扣 i`J(竹
:产 品忉i牌 ⒈,此怀糈灬

'永

夕、制i贴 在客舱祚i侧 B柱 下半部上 :*占贴在

九T备 箱丿∷闸 卜:本 /i贴 亻∫变j虫 器 卜:料 i贝∫仃发动村l卜 :粘 贴竹:转 向柱 卜i粘 贴在发动机

闷仓Ⅰ嵩」1i苄占叽i苻 :亻 {则 {I广 J L|本∫i以∫i丫【1讠 sP(}l1J⒒急症~令芝;裂 ) [l

上海雅升汽午制造有限公闹

⒈海巾奉贤区青村镇新张刺 廴南张 )518号

114203I8

2600kg

胗刻 结 诊

符合

符含

检测结论

12 车型环保生产一致性保证训划及执行情况,详 见本公司官方网站和}态 lHx喷 部亻宀忌公丹l平 f宁 kl× 【l址 附后 )。

15

比

田

⒙

⒆

⒛

⒛

⒛

"
⒛

⒛

颗粒捕集器 ("F)型 号/生产企业 :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

炭罐型号/生产企业 :

氧传感器ξJ弓
`/丬

i产 个业 :

曲轴箱排放拧制装置型盱〃|i产 个业 :

"R型
号/生产企q':

0BD系 统供应商 :

ECU型 号/生产企业 ;

变速器型式/档位数 :

消声器型号/生产企业 ;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

中冷器型式 ;

271W()`/北 京介驰汽↑亻l仗 公㈣
J

前 :KΓ6078/前 :埃 911/i{i⒈ 气枝术 (h每 )仃 限公刊

前 :单尤⒈巴姆i大催化,器 (L海丿有限公 rl∶ 屮九⒉凵|斯 大催化器 (ll海 )有 限公司/

前:单 元⒈NGK(苏州)环保陶瓷有限公司 i单 元⒉NGK(苏州)环保陶瓷有限公司/前 :

埃贝赫排气枝术 (上海)有限公司

后 :PF0071/后 :天 纳克 埃贝赫 (大连)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廾亏:J阝 丿1⒈ 尢/′ 矸⒈中/l⒈ 、(丨 κ/丿|l丿 t纳 丿。 J矣 9lt/a(大 迕 )扌 i「 气系统有限公司

Al171TO0059/KA、 sl∶ R   Λ1{T|7000o、 丿 K\Ys| |l

|丨 I∶ 0s()()()7∶ 丿丨l∶ ()s()0丨 |"廴 ⅡX)`J}|ihi l讠 ()sC||

A00099r6cl|`'Γ tl K'l冫 s11

尢

BOsCH

MED17/BOsCH

手 自一体/7

⒈消声器 :sH601⒎ 后消
`l扌

器 :sXb0O3′ 天纳 克 士矣贝赫 (大连)排气系统有限公司

ΛLˇ 0072/尢锡石播增丿k蹄 仃限公刊

帘帘

(企业盖章处 )

车辆生产日期:  2019年 9月 24日

第四部分 制造商/进 凵企业信息

26 法人代表:王永金

27 地  址: H海 市奉贤区青村镇剖i张村 (南张 )518号

28 联 系 电 话 :02⒈ 57茌 65327

本清单内容及污染控制装置永久性标识相关信启、可合询本企业官方网站 (正 在建设 })

和生态环境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启、公斤平 F冫
(h↑tp∶//wwwve∝ ,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