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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车辆信息

01 午辆丿
uⅠ;:

02  F打    i/li:

03 氵
′
瓦乍分炎:

04 排放阶段 :

05 乍型的识别方法和位首 :

06 午辆制造商名称 :

()7 △产厂地力::

08 发动机编 丐:

⒆  基准质量 ;

第二部分 检验信息
10 型式检验佶启、:

依据的标准
GB 18352,6-2016
GB 1495-2002

11 出厂检验信'目
、:

依据的标准

12 乍丿V坏保牛产 致性保 }卜 汁划及执仃怙”f,,

第三部分 污染控制技术信启、
13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业 :

14 催化转化器型号/生产企业 :

涂层/载体/封装生产企业 :

ΥPV50∶ ;4λsW

树亡厂⒈∫牌
Ml

围六

车辆识别代号应苜接打刻f^发动机舱拈侧樊 r板上 i粘 贝占在幕近前挡lll玻 璃 ,/杠 的

舱罩上;粘 贴在右侧中门 L∶ 粘贴在ⅡP(电 F稳 定装置)L,
卜海雅升汽乍制造有限公「

l

l洵 巾奉贤 κ荇l,l镇 新lK卞寸(南张 )b18}J
111J0792

2600kg

检测机构                 检测结论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⒈海 )  符合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⒈海 )  符合

检测结论

洋W^本 公 司η

`丿

丿卜刈0||i汨 叫∴态环境 mJ亻「
、
iV、 公卅Ψ含 (u刈 川:附 后 )。

27492Ⅳ北京奔驰汽年有限公司
前 :κT6078/前 :埃 贝̀赫排气技术 (-L海 )有限公司
前 :单元⒈巴斯大催化‘器 (卜海)有 限公司 i荦 元⒉巴斯大催化器 (卜 海)有限公司/

i仃 :屮 元 l∶ \()K(-丿 ∫少H)J lx{以 饲忤仃限公"|屮 元
'∶

、Gκ (Ji州 )环保陶瓷有限公司/前 :

|父 以/T/+引
′
tlK术 (⒈

}卜∫)亻j限 公 刂
方∴i∶ 丨)丨 氵()071/hi∶ 丿t劐丿刂订 

ˉ
t9t洲、(大逆j丿 {′ (糸 统仃‖k公 丨

儿⒈屮儿 l∶ 尤
′
儿⒎屮丿|"∶ \(iK几 l∶ 人纳丿( 父”t赫 (人迕){{「 '`系 统有限公 ill

∧11717000阝 9`/κ A、 sElt   Λ4丬 ?1700059/KAYsl~R

前 :0S000⒎ 斤i∶ oS0011`前 :80sCH}FlJˉ BOsC
A0θ 09976912/「a.Kayser
无
BOSCH
MED17/BOsCH

孓扌l 叫本/′ 7

i∶ 消
`i器

:Sl1601⒎ hl消 iiR昴 :s\6003`八 纳 ,1」矣91狲 (大连)扌i卜 气系统苻阝艮公司
∧|ˇ0()7` 彳i饣埸亻 扌潘JP午 n∶

`汁

亻|阝 K彡、"|

riˇi-

15

16

17

丨8

19

20

21

颗粒捕集器 〈GPΓ )烈 弓〃⒈产企】ll/:
涂层/载体/士扌装牛产 /lx业

:

炭罐’Tl号
/爿l产 企业 :

氧传感器型号/生产个业 :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号/生 J讫 企业 :

EGR型 号/J1产 企业 ;

0BD系 统供应商 :

EClJ型 号/生产企业 :

变速器型式/档 位数 :

消声器型号/△产企业 :

增压器J丨J号〃{i产
/lx l,:

叫冫令”u’I!丿
t:

第四部分 制造商/进 口企业信窟、
26 法人代表:△水金
27 地  址:上海市奉贤区青村镇新张村 (南张)518号
28 联 系 电话 :02⒈ 57茌 65327

本氵尹亍Ⅱ内帘及污染{亻|制装置水久性 llN识 村大亻i启、丨J钭 亻刂本个、冫1∫ 力u闪 立\( ∶亻:刂 i殳 屮 )

和/lt态
ll〈 境部村1刀J1|和 ‖丿逍F符 移刀J ll1{llt川

(亻只{;i屮、-、 川
Ⅱ卜r氵

(h11p//www vccc org cn).

勹午卩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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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雅升汽午制造有限公司声明;本清屮为本企业依葫l《 屮华人11丿 k和 国人气氵t丿 染防治法》祠|生态环境
部相关规定公廾的机动车坏保估屉、,本个业刈本沽屮所有内容的氪灾性、‖确|ˇ

∶、及卩̀}'H∶ 祠ot橙 `}-|负 责。本
个业承诺:Ⅴ l Nll(兕 封雨l条 形ll。 )n勹 年∮丿丨|氵

′
(氵 ||自 t符 合 ll平 型}(自 丨j柒物|放 根亻卩i枝 测 V∶ 力丨丿、! 丨川笫六阶段 )》

(GB I835262016)b阶 lK,PN氵洒足60× l()彳
′km,丨〈DEh坫 ,t lk仙 唼求 ,`}/k氵 }|乍 |1染 {勿 { 放uk亻亡i灰 狈刂帚力法

(双 i速法及筒易I况法 )》 (GB1828弓 )汨 |《 氵
′
(乍 加速行驶午外噪/iR们 i lK llll黾 方氵丿〈》((}⒔ |19s)的相夫要

求, 「ll叫 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环境保护 16,」 公l+耐 久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