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24日
责任编辑 林芸 美编 荣晔专题11

后疫情时代，旅游业该如何复苏？

上汽上汽MAXUSMAXUS VV9090给出了答案给出了答案
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中国经中国经

济复苏势头强劲济复苏势头强劲，，旅游业旅游业

也已按下也已按下““重启键重启键”。”。与与

跟团游等传统旅游出行方跟团游等传统旅游出行方

式不同式不同，，疫情过后疫情过后，，旅游旅游

市场正在向以家庭市场正在向以家庭、、亲友亲友

为单位为单位，，独立出行的定制独立出行的定制

游游、、私家团转变私家团转变，，客户需客户需

求也更加多样化求也更加多样化。。

而在旅游企业转型的而在旅游企业转型的

过程中过程中，，交通工具可谓是交通工具可谓是

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

什么样的客车才能助力旅什么样的客车才能助力旅

游业转型游业转型？？精准把握旅客精准把握旅客

需求的客车该是什么样子需求的客车该是什么样子

的的？？

作 为 上 汽作 为 上 汽 MAXUSMAXUS

（（迈克萨斯迈克萨斯）） 品牌旗下的品牌旗下的

全 领 域 智 能 宽 体 轻 客全 领 域 智 能 宽 体 轻 客 ，，

VV9090 智达智达 99 座车型即使在座车型即使在

20202020年疫情影响下仍连续年疫情影响下仍连续

斩获多个订单斩获多个订单，，签约客户签约客户

包括云南云旅集团包括云南云旅集团、、大理大理

和丽江交运和丽江交运、、兴义运输公兴义运输公

司司、、南宁交投集团南宁交投集团、、文山文山

交运集团交运集团、、玉溪交运玉溪交运、、临临

沧交运等沧交运等，，助力客户率先助力客户率先

升级为升级为““新型新型””旅游企旅游企

业业，，为云南等省份的旅游为云南等省份的旅游

业发展做出贡献业发展做出贡献。。

作为我国旅游大省作为我国旅游大省，，

云南省为什么会选择上汽云南省为什么会选择上汽

MAXUS VMAXUS V9090 作作为为““全场全场

MVPMVP”，”，是什么因素促成是什么因素促成

了二者合作了二者合作？？

其实答案不难发现其实答案不难发现。。

首先首先，，云南省正处于从大云南省正处于从大

众旅游向高端定制旅游转众旅游向高端定制旅游转

型型、、重塑云南旅游重塑云南旅游““名名

片片””的关键时期的关键时期，，需要购需要购

入满足其新需求的客车入满足其新需求的客车。。

其次其次，，自自 20202020 年年 11 月月

起实施的起实施的 99 座以下车型按座以下车型按

一类标准收费的规定一类标准收费的规定，，意意

味着定制客运比网约车能味着定制客运比网约车能

多多 22 人票价收入人票价收入。。再者再者，，

上汽上汽 MAXUSVMAXUSV9090 的小型的小型

高一级营运客车高一级营运客车 99 座车型座车型

精准满足云南旅游业转型精准满足云南旅游业转型

及发展需求及发展需求，，其燃油经济其燃油经济

性性、、智能驾驶系统智能驾驶系统、、安全安全

配置配置、、专业化车队管理功专业化车队管理功

能能，，以及行业内独一无二以及行业内独一无二

的的CC22BB智能定制模式等产智能定制模式等产

品优势更是同级翘楚品优势更是同级翘楚，，顺顺

理成章成为该地旅游交通理成章成为该地旅游交通

工具的首选工具的首选。。

那 么那 么 ，， 上 汽上 汽 MAXMAX--

US VUS V9090产品获胜的秘诀产品获胜的秘诀

是什么是什么？？

安全安全，，是选择汽车产是选择汽车产

品永不过时的一个重点品永不过时的一个重点。。

作为首款搭载作为首款搭载 ADASADAS 智能智能

辅助驾驶系统的宽体轻辅助驾驶系统的宽体轻

客客，，VV9090搭载搭载ACCACC自适应自适应

巡 航 系 统巡 航 系 统 ，， 可 实 现可 实 现 3030--

120120km/hkm/h 的自动跟车的自动跟车，，能能

大大降低用户长途高速驾大大降低用户长途高速驾

驶的疲劳度驶的疲劳度。。如遇紧急状如遇紧急状

态态，，VV9090搭载的搭载的AEBAEB 自动自动

刹车系统将快速介入刹车系统将快速介入，，确确

保行车安全保行车安全。。

上汽上汽 MAXUS VMAXUS V9090 搭搭

载高效低耗的全新载高效低耗的全新22..00TT高高

性能柴油机性能柴油机““上汽上汽ππ”，”，符符

合合““国六国六””排放标准排放标准，，匹匹

配配66ATAT、、66AMTAMT和和66MTMT三三

种变速箱种变速箱，，提供最大功率提供最大功率

110110kWkW、、峰值扭矩峰值扭矩375375NmNm

的强劲动力的强劲动力，，打造畅快淋打造畅快淋

漓的驾控体验漓的驾控体验。。与此同与此同

时时，，上汽上汽MAXUS VMAXUS V9090 具具

备同级最佳的燃油经济备同级最佳的燃油经济

性性，，满足全球最严格的排满足全球最严格的排

放法规放法规，，百公里综合油耗百公里综合油耗

低至低至 77..66LL，，比同类产品节比同类产品节

能能2525%%。。

此外此外，，上汽上汽 MAXUSMAXUS

VV9090 还是细分市场中唯一还是细分市场中唯一

搭载最新一代智能网联系搭载最新一代智能网联系

统统———蜘蛛智联的车型—蜘蛛智联的车型。。

蜘蛛智联是业内最专业的蜘蛛智联是业内最专业的

车辆管理专家车辆管理专家，，可以从可以从1111

个维度对驾驶行为进行专个维度对驾驶行为进行专

业分析业分析，，提供十余种可视提供十余种可视

化报表化报表，，真正做到数据化真正做到数据化

在线管理在线管理，，帮助企业快速帮助企业快速

实现车队智能化及后台远实现车队智能化及后台远

程控制程控制，，有效降低企业运有效降低企业运

营成本营成本。。它还拥有出故障它还拥有出故障

预警预警、、提供检修方法提供检修方法、、快快

速锁定问题等多项功能速锁定问题等多项功能。。

未来未来，，上汽上汽 MAXUSMAXUS

VV9090 还将持续为用户提供还将持续为用户提供

““生而与众不同生而与众不同””的用车的用车

体验体验，，成为全国旅游打卡成为全国旅游打卡

胜地的一道道亮丽风景胜地的一道道亮丽风景

线线。。 （通文）

55月月2020日日，，福建国网福建国网

电力系电力系统喜提新车统喜提新车，，上汽上汽

MAXUSMAXUS （（迈克萨斯迈克萨斯）） 向向

福建国网电力交付福建国网电力交付 7575 辆辆

上汽上汽MAXUS TMAXUS T6060皮卡皮卡。。

电力系统选车十分挑电力系统选车十分挑

剔剔。。因为电力系统具有设因为电力系统具有设

施分布广施分布广、、区域环境复杂区域环境复杂

等特殊性等特殊性，，而且还要经常而且还要经常

进行户外作业进行户外作业，，所以选车所以选车

时不仅要考虑到客货两时不仅要考虑到客货两

宜宜，，还要同时兼顾到不同还要同时兼顾到不同

路况路况、、载重能力载重能力、、越野性越野性

能等多个方面能等多个方面。。而上汽而上汽

MAXUS TMAXUS T6060 皮卡凭借皮卡凭借

强劲澎湃的动力表现强劲澎湃的动力表现、、超超

强的越野性能强的越野性能、、宽敞的载宽敞的载

物空间物空间，，以及舒适的驾乘以及舒适的驾乘

感受等产品优势感受等产品优势，，最终获最终获

得福建国网电力的认可得福建国网电力的认可。。

动 力 方 面动 力 方 面 ，， 上 汽上 汽

MAXUS TMAXUS T6060搭载了搭载了22..00TT

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不不

仅性能优异仅性能优异，，而且在而且在--

3030℃℃到到5050℃℃环境下均可正环境下均可正

常启动常启动，，在海拔在海拔 45004500 米米

的高原行驶也无障碍的高原行驶也无障碍。。本本

次交付福建国网电力的是次交付福建国网电力的是

上 汽上 汽 MAXUS TMAXUS T6060 22..00TT

汽油自动两驱高底盘舒享汽油自动两驱高底盘舒享

型标厢国型标厢国 VIVI 车型车型，，并根并根

据对方的特殊改装需求加据对方的特殊改装需求加

装了雨棚配置装了雨棚配置，，加装的雨加装的雨

棚与车身完美契合棚与车身完美契合，，在为在为

货物遮风挡雨的同时货物遮风挡雨的同时，，还还

能为在外作业的员工提供能为在外作业的员工提供

休息区域休息区域。。

特殊的工作场景特殊的工作场景，，让让

福建国网电力对皮卡的越福建国网电力对皮卡的越

野性能有着更高的要求野性能有着更高的要求，，

而上汽而上汽MAXUS TMAXUS T6060恰恰恰恰

契合了电力系统这一需契合了电力系统这一需

求求。。TT6060皮卡采用了知名皮卡采用了知名

的博格华纳电控分时智能的博格华纳电控分时智能

四驱系统四驱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为用户提供了

全地形底盘系统全地形底盘系统，，具备雪具备雪

地地、、砂石砂石、、涉水涉水、、山地山地、、

公路公路55种地形模式种地形模式，，具有具有

同级最强承载能力同级最强承载能力，，拖拽拖拽

能 力 可 达能 力 可 达 33..55 吨吨 。。 可 以可 以

说说，，TT6060 皮卡在越野出皮卡在越野出

行行、、障碍摆脱方面游刃有障碍摆脱方面游刃有

余余，，稳定可靠稳定可靠。。

电力系统经常有外出电力系统经常有外出

检修检修、、抢修等任务抢修等任务，，因此因此

要求皮卡特别能要求皮卡特别能““装装”。”。

本次交付的这款本次交付的这款TT6060皮卡皮卡

车身尺寸为车身尺寸为53655365××19001900××

18091809mmmm，，含后视镜车身含后视镜车身

最大宽度达最大宽度达 25502550mmmm，，为为

同级最宽同级最宽，，带来了宽敞带来了宽敞、、

实用的货厢空间实用的货厢空间，，方便工方便工

作人员进行户外作业时带作人员进行户外作业时带

上足够的装备工具上足够的装备工具。。此此

外外，，上汽上汽MAXUS TMAXUS T6060拥拥

有同级领先的后排空间有同级领先的后排空间，，

间距可达间距可达 965965mmmm，，后排后排

座椅可上下翻转座椅可上下翻转，，成为灵成为灵

活可变的置物空间活可变的置物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TT6060

皮卡还搭载上汽阿里斑马皮卡还搭载上汽阿里斑马

智行互联系统智行互联系统，，可提供智可提供智

能车管家能车管家、、在线互联在线互联、、远远

程控制程控制、、语音识别等功语音识别等功

能能，，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为用户带来前所未有

的智能用车体验的智能用车体验。。

车行千里车行千里，，安全第安全第

一一。。福建国网电力最终选福建国网电力最终选

择了上汽择了上汽MAXUS TMAXUS T6060皮皮

卡卡，，也离不开它卓越的安也离不开它卓越的安

全 品 质全 品 质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TT6060在澳大利亚新车安全在澳大利亚新车安全

评 价 组 织评 价 组 织 ANCAPANCAP 测 评测 评

中中，，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获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获

得中国汽车品牌历史最高得中国汽车品牌历史最高

分分，，成为首个获得澳大利成为首个获得澳大利

亚亚 ANCAPANCAP 五星碰撞的中五星碰撞的中

国 皮 卡国 皮 卡 。。 此 外此 外 ，， 上 汽上 汽

MAXUS TMAXUS T6060 搭载搭载 66 安全安全

气囊气囊、、360360 度环视影像度环视影像、、

LDWLDW 车道偏离预警以及车道偏离预警以及

疲劳驾驶提醒等多项主被疲劳驾驶提醒等多项主被

动安全配置动安全配置，，为电力工作为电力工作

人员在作业过程中的行驶人员在作业过程中的行驶

安全提供了全方位保障安全提供了全方位保障。。

（通文）

朋友圈又扩大

上汽MAXUS结缘福建国网电力

精准把握旅客需求

V90的获胜秘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