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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辰晨风抢滩电动车市场
推出“ e享无忧”服务体系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近日，东风日产启

辰晨风纯电动汽车在上海正式

上市，售价为26.78万元起，同时

发布业内首创的“ e享无忧”服

务体系，用一整套解决方案为客

户用车保驾护航。在众多利好政

策的助推之下，启辰晨风上市拉

开了我国纯电动汽车向私人市

场推广与普及的大幕。

作为一款基于日产专属EV

平台倾力打造的车型，启辰晨风

不仅充分吸收日产全球优秀造

车经验，更综合考虑了中国市场

的实际道路环境、消费者使用习

惯及纯电动汽车的政策法规等

因素，为消费者带来前所未有的

纯粹汽车生活体验。

启辰晨风的动力系统由高

效能锰酸锂电池、同步永磁电机

以及先进的电控系统构成，动力

表现堪比3.5L汽油车，0-50km/h

加速时间仅需4.4秒，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1 44km/h。在电池方面，

启辰晨风充分考虑了续航里程、

充电时间、能量效率几方面的因

素，电池仅重276kg，容电量达到

24kWh，一次充满电在综合工况

下可行驶1 75km，并且保证了极

佳的充电速度，启辰晨风的6.6KW

版本使用家用慢充桩充电只需4

小时就可以完全充满，而如果使

用公共快充桩补电则仅需30分

钟就可以充电80%，假如车主时

间有限，快充5分钟即可持续行

驶约60公里。

为了让广大消费者打消疑

虑，更安心地拥抱绿色汽车生

活，启辰晨风推出“ e享无忧”服

务体系，用一整套的解决方案为

客户保驾护航。“ e享无忧”是当

前业内厂商出台的最完善的纯

电动汽车服务体系，涵盖了售

前、售中、售后各个环节，包括购

车无忧、充电无忧、出行无忧、乐

享无忧四大服务板块的十几项

服务内容。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北汽新能源公司

“ 十城千辆 1 元体验”之旅，日

前来到上海，来自苏、浙、沪、鲁

四个省市的8家北汽新能源专营

经销商正式开启了华东地区“ 1

元体验”的活动。京、苏、沪等省

市分管新能源汽车推广的部门

进行了经验交流，同时，南瑞集

团、特锐德公司等5家充电服务

商与北汽新能源公司签订了合

作协议，标志着北汽新能源华东

市场正式启动。

1元钱可获1天体验
今年以来，中国兴起了新能

源汽车热，但广大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还十分陌生。北汽新能源

发起“ 十城千辆 1 元体验”活

动，旨在以惠民便民的参与形

式，让更多的消费者零距离接触

新能源汽车，更深入地认识和了

解纯电动汽车。

据了解，北汽新能源已向整

个 华 东 地区先行投放了400辆

E1 50EV纯电动汽车，用于上海、南

京、杭州、苏州、常州、南通、盐城等

7个城市的用户深度体验。整个活

动将持续至春节前后，参与活动的

用户只需要在京东商城搜索“ 北

汽新能源”关键词进入活动页面，

仅需支付1 元钱抢购北汽E1 50EV

纯电动汽车1天的体验包，每人最

多可以抢购3天的使用权。

充电问题先行解决
现阶段影响新能源汽车推

广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充电问题是消

费者购买纯电动汽车决策时居

首的影响因素。

在“ 十城千辆 1 元体验”

上海站活动现场，北汽新能源与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

青岛特锐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签署了“ 充电产业及商业模式

战略合作协议”，与上海挚达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循道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嘉钰新能

源技术有限公司这三家企业签

署了“ 区域市场充电服务合作

协议”，这五家资深的电气行业

公司将为北汽新能源的客户提

供充电桩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全

方位解决方案。

北汽新能源总经理郑刚说：

“ 北汽新能源一直将消费者的

需求作为最大目标，致力于让更

多消费者更加真切地感受到新

能源汽车所带来的环保、便捷和

舒适，北汽新能源必将尽企业最

大努力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上海大众VW品牌
累计销售超过千万辆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据最新销售数据显

示，上海大众VW品牌累计销量已

突破1 000万辆，成为国内首个销

量跨入千万阵营的单一汽车品

牌，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不仅如

此，截至201 4年8月，上海大众VW

品牌201 4年累计销量突破1 00万

辆，比201 3年提前2个月再次刷

新销售记录。

据悉，201 4年1 至8月，上海

大众VW品牌累计销量已突破百

万辆。全系热销的销售成绩加快

了上海大众VW品牌累计销量突

破1 000万辆的步伐。

上海大众VW品牌优异的市

场表现得益于旗下多款产品在

各自细分市场的发力。今年1 至8

月，桑塔纳品牌累计销售超23

万，取得了月均销售近3万辆的

好成绩。

自201 2年上市以来，新桑塔

纳累计销量已突破39万辆。与此

同时，Lavi da品牌以家族阵营取

得上市6年多来累计销量破1 70

万辆的成绩，当之无愧地成为A

级市场的领军品牌。在SUV市场，

途观品牌凭借其智能高端SUV的

卓越品质，保持热销之姿，今年

1 -8月，途观品牌月均销售高达2

万余辆。此外，Polo、帕萨特及途

安等热销车型也保持着领跑细

分市场的强劲表现。

凭借对中国车市和消费者

需求准确把握，上海大众VW品牌

以前瞻性的产品战略布局国内

市场，夺得市场先机。近年国内

SUV市场份额快速增长，上海大

众前瞻把脉市场需求，途观品牌

自201 0年上市以来多次勇夺细

分市场销量之冠。在竞争激烈的

A级车市场，Lavi da品牌形成家族

化战略，以多元化的全系产品树

立竞争优势，也成为VW品牌不断

缔造车坛传奇的最佳例证。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日前，江淮i EV4带

着“ 只要7.48万元，江淮i EV4带

回家”的口号在上海上市。相比

早前亮相时候的预售价9.98万

元，又优惠了2.5万元。

尽管价格下探到1 0万元以

下，但电动汽车市场依旧不温不

火。相关数据显示，上海市为了

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在201 2

年底拿出第一期2万张免费新能

源牌照，但到今年7月底，已被申

请的新能源牌照仅2000多张，一

年半过去了，仅有1 0%左右的牌

照被领走，说明了新能源汽车还

没被大众消费者所接受，破冰难

题依旧。

助力
免购置税 + 两级政府补贴

7.48万元这个价格在很多

消费者眼里算很便宜了，但这个

价格目前也只有北京、上海等地

才有，因为它享受着中央与地方

政府两级补贴。江淮i EV4官方指

导价是1 6.98万元，免征1 0%的

购置税，来到上海后，先减去中

央政府补贴的4.75万元，上海政

府再补贴4万元，同时再送上一

块免费的新能源牌照，这一切也

只为助力i EV4突破销售瓶颈。

在目前电动汽车时代还未

来临之际，多数厂家也只能在价

格上做文章。大多消费者担心电

动汽车技术不成熟，基础设施不

完善，如果不是价格低，消费者

不会去考虑电动汽车。i EV4目前

还很难取得市场上的突破，因为

不会有人花十几万在新能源汽

车试点城市以外购买它。

江淮新能源部门负责人在

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现在新能

源汽车受政策影响很大，新能源

汽车主要还是在国家规定的试

点城市销售。”

完善
售后服务融入上海滩

i EV4从性能上说，完全能

应付上海的交通需求，最高时

速1 00km/h，综合工况下最大续

航里程为1 60km。车辆快充条

件 下 1 小 时 充 满 80%，2.5 小 时

可充满；慢充条件下8小时可充

满。

电动汽车相比较于传统汽

车，目前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省

钱，i EV4百公里只需花费9元，这

对于经济实用型家庭来说是一

大利好。

江淮还制定了一系列售后

保障，每年免费深度保养、全天

候远程在线管理、1 0km半径服

务网络、二手电动车市场业务以

及代步车服务等。电池、电机、电

控关键总成可享受5年1 0万公

里质保。

江淮汽车董事长安进还透

露，江淮未来很可能推出汽车共

享和分时租赁服务，让更多消费

者感受到电动汽车对生活的便

利，同时还可以解决质保期之

后、或电池衰减后的电动车的

“ 去处”难题。

比预售优惠2.5万元，江淮iEV4上市售价7.48万

低价依旧难带动新能源汽车销售

北汽再造电动车消费新热点

1元体验电动汽车，你心动吗？
资讯

大宁国际旅游节花车巡游
本报讯 日前，上海国际旅游

节花车巡游队伍驶入大宁国际商业

广场。随着各国花车团缓缓进入视

野，广场随即化为一片霓虹的海洋。

中国银联携手大宁国际
本报讯 中国银联十月将联合

上海大宁国际商业广场，通过银联钱

包系统与大宁会员系统的对接，实

现优惠券的自动赠送和使用功能。

上海创投与私募投资年会举行
本报讯 日前，以“ 四新经

济” 和“ 创业投资” 为主题的

201 4上海创业投资与私募股权投

资年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