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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车辆信息

车辆型号 :

商  标 :

汽午分类 :

羽}放 阶段 :

午zⅡ 的识别方法和位置 :

06 午辆制造商名称 :

07 生产「地址 :

08 发刁J机编号 :

09 豸蚩亻}质塌苣:

第二部分 检验信息

10 型式检验信启、:

依据的标准
GB 18352,6-2016

GB 1495-2002

11 出丿
ˉ
检马佥信 `自

,:

依据的标准

12

第三部分 污染控制技术信息

13 发动机型号/生产企 ,u/;

14 催化转化器型号/生产企业 :

涂层/载 l/s/封 装生产企业 :

检测机构

国家机动车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土海 )

司家拊L动 ⒋产||\质 量 |监 督检验中心 (亡1海 )

YPⅤ 5035XSll

雅 fl牌

Ml

丨l·l六

乍辆”1别 代骂应良接{I亥刂征发动ll,舱 彳T侧翼 r板 卜i脶刊占佝:靠近前挡风玻【离市枇的

仪表板 ⒈i标 /J1在 产爿l标牌 L,此标牌应水久粘贴仃客舱犭侧B{t卜 半甜 L∶ 粘贴伯:

后备箱尼门上 i粘 贝占在变速器上:粘 贴在发动杠L卜 丨粘贴在转向柱⒈i粘 贴在发动机

舱罩上 :粘 贝占在右侧中门上 :粘 贴在
"P(电

子稳定装置)卜

L海雅升汽午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奉贤l× 青村镇新张村 (南张 )518另

l112:;139

冫丨(`()()|`g

检测结论

符合

符合

检测结论

颗 lsll辅 策 器
((})l∶ )fl;J∫

′
|二 产 企 业 :

涂以/载体/上、}装 t产 企业令

炭罐型号/生产企业 :

氧传感器型号/生产企业 :

曲轴箱排放控制装置型号/生产企业 :

EGR型 号/生产企业 :

0BD系 统供应商:

ECt型 号/生产企qh

变速器型式/档位数 :

消声器型号∥丨:产 企 l/:

增压器型号/生产企业 :

中冷器型式 :

27氵1920/北 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前 :κ Γ6078/前 :J矣 贝ll+l卜 气技术 (上海)有限公刊

前:屮 丿tl∶ 巴斯大催化器 (L海 )有限公司i申 元⒉巴灯i大 催化器 (上 海)有 限公司/

前 :单 元 l∶ NGκ (苏 州)坏侏陶瓷有限公司丨单元2i℃κ(苏州)环 保陶瓷有限公司/前 :

埃 91fl扌 ‖气l× 术(L海 )亻∫限公司
丿∴∶)lu)71山⒎人纳电 |父 ”|l,l、

(人汹i)扌斗}'t糸 统仃限公「
l

亓l∶ 吖l,Ll∶ 尢Ⅱ宀⒈ lF^11∶ 、(}K`l,∶ 大纳克 ∫彡t91狲 (大迕)扌 {}氕 系统有限公i司

Ar+474700059/KAYsER   ∧4474700059/KAYsER

前 :0s000⒎ 后 :0s0011/前 :BOSCH∶ 后 :B∞ CH

A0009976912/Fa Kayser

无

|30sCH

MED17`/lsOsCH

F|′
 ·

{本 `7
⒈消丿i器 s6017{hi氵肖∫}砖吕:sN60()3`′ 人纳”̀J矣 ,1锄 1(大 连)排气系统有限公 l·

l

ΛL0072/′ 无锡石播增压器有限公司

空帘

第四部分 制造商/进 口企业信息

26 法人代表;工永金
27 地  址: 卜海市奉贤 L× 青村镇新张 l·

,l(南怅 )518讠

28 联 系 电 活 :θ 215746"27

本浦【Il内 容及污染榨制装詈永久性标识相关估七、叫合详J本 企业官力u州 站 (止住建设中 )

和生态环境部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环保信启,公 廾平台 (http∶ 〃www ve∝ org,cn)。

上海雅升汽车制造有限公nl声 明:本清申为本企业依据 《屮亻扦人民共和因大气污染防治法》和牛态坏境

部相关规定公廾的机动午坏保信启、,本企q`对本氵肖中所 fl内 容 n勺 贞实性、l+确 `H1、 及时性和
ˉ
L辂 冫:负 贞。本

企业承诺:VlN码 (见封面条形ll l)的 轻剁汽油乍符含《午伞乏;刂 /√u氵 1染物扌{卜 放限佰及洲刂景订氵丿:({H第六阶段 )》

(GB1㈩ 526201㈩ b阶段 ,l)、满足60× 10Ⅱ 个/km,RDEl△ l足 限值喽求 ,《氵
′
k llh午 氵刂染物扌非放限亻良及测量方法

(双怠速法及简易I况法 )》 ((iB18285)和 |《汽午加速行驶午外噪声限亻赶及测量乃法》(G丨⒊l195)内勺相关殁

求,同 时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坏境保护 16万 公里耐久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