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满足客户的票据贴为满足客户的票据贴

现需求现需求，，进一步提升财票进一步提升财票

接受度接受度，，上汽财务公司与上汽财务公司与

多家银行沟通合作多家银行沟通合作，，为为

““好票好票 EE 贴贴””平台搭建高平台搭建高

效效、、便捷的银行在线贴现便捷的银行在线贴现

通道通道。。交通银行是交通银行是““好票好票

EE 贴贴””平台引入的首家合平台引入的首家合

作银行作银行，，可为客户提供优可为客户提供优

惠贴现利率价格惠贴现利率价格。。66 月月 33

日日，，客户通过该平台在交客户通过该平台在交

通银行通道办理贴现的首通银行通道办理贴现的首

笔业务落地笔业务落地。。

““好票好票EE贴贴””平台在功平台在功

能上可提供上汽财务公司能上可提供上汽财务公司

和合作银行贴现双通道和合作银行贴现双通道，，

进一步提升了财票在市场进一步提升了财票在市场

上的接受度上的接受度。。同时同时，，上汽上汽

财务公司能在各家银行贴财务公司能在各家银行贴

现额度间进行有效调控现额度间进行有效调控，，

优化了额度资源配置优化了额度资源配置。。未未

来来，，上汽财务公司将为上汽财务公司将为

““好票好票EE贴贴””平台搭建更多平台搭建更多

银行贴现通道银行贴现通道，，为客户打为客户打

造多渠道造多渠道、、更优惠更优惠、、更便更便

利的平台利的平台。。 （尚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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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佛兰沃兰多轻混动车型上市

财务公司“好票E贴”平台首笔
银行通道贴现业务成功落地

产学研联合创新开花结果，金属双极板产业化项目获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燃料电池汽车自主核心技术有了新突破燃料电池汽车自主核心技术有了新突破

66月月88日日，，上汽上汽MAXMAX--

USUS（（迈克萨斯迈克萨斯））启动天猫启动天猫

618618 迈享购车节迈享购车节，，为用户为用户

豪气放送豪气放送““11 元试驾拿好元试驾拿好

礼礼”“”“9999 元定金特权元定金特权””等等

购车钜惠购车钜惠，，以及具体车型以及具体车型

最大综合优惠高达最大综合优惠高达 33 万元万元

以上的真金白银以上的真金白银、、限时限限时限

量特价车秒杀等多重福利量特价车秒杀等多重福利。。

66 月月 88 日至日至 66 月月 1818 日日，，

消 费 者 购 买 上 汽消 费 者 购 买 上 汽 MAXMAX--

US EUNIQUS EUNIQ 系 列 车 型系 列 车 型 ，，

即享多达十重即享多达十重大礼大礼，，最高最高

综合优惠达综合优惠达11..88万元万元；；购买购买

上 汽上 汽 MAXUS MPVMAXUS MPV 系 列系 列

产品产品，，即享六重大礼即享六重大礼，，最最

高综合优惠达高综合优惠达11..33万元万元，，最最

低日供低日供4343元起元起；；购买上汽购买上汽

MAXUSMAXUS VV8080、、VV8080 PLUSPLUS、、

VV9900 即享多重大礼即享多重大礼，，最高最高

综合优惠达综合优惠达11..55万元万元；；购买购买

上 汽上 汽 MAXUS TMAXUS T6060、、 TT7070

车型车型，，即享五重大礼即享五重大礼，，最最

高综合优惠达高综合优惠达 11 万元万元；；购购

买 上 汽买 上 汽 MAXUS DMAXUS D9090

ProPro，，即享十重大礼即享十重大礼，，最高最高

综合优惠近综合优惠近33..44万元万元；；购买购买

上汽上汽 MAXUS DMAXUS D6060 即享六即享六

重大礼重大礼，，最高综合优惠最高综合优惠达达

11..33万元万元。。

66 月月 1010 日日，，上汽通用上汽通用

汽 车 雪 佛 兰 品 牌 宣 布汽 车 雪 佛 兰 品 牌 宣 布 ，，

““55++22””全能新家轿沃兰多全能新家轿沃兰多

轻混动车型上市轻混动车型上市，，售价为售价为

1313..6969 万元至万元至 1515..9999 万元万元。。

基于新能源技术与传统驱基于新能源技术与传统驱

动系统的深度融合动系统的深度融合，，沃兰沃兰

多轻混动车型带来更舒适多轻混动车型带来更舒适

轻享的驾控体验和更绿色轻享的驾控体验和更绿色

环保的低油耗与低排放环保的低油耗与低排放。。

同时同时，，新车搭载雪佛兰全新车搭载雪佛兰全

新一代新一代 MyLink+MyLink+智能车载智能车载

互联系统互联系统，，实现动力实现动力、、科科

技双升级技双升级，，进一步满足新进一步满足新

时代年轻群体全天候时代年轻群体全天候、、多多

场景的用车需求场景的用车需求。。

沃兰多轻混动车型搭沃兰多轻混动车型搭

载 了 通 用 汽 车 新 一 代载 了 通 用 汽 车 新 一 代

EcotecEcotec 双喷射涡轮增压发双喷射涡轮增压发

动机动机，，匹配匹配 66 速手自一体速手自一体

DSSDSS 智能启停变速箱智能启停变速箱。。在在

此基础上此基础上，，轻混动车型搭轻混动车型搭

载由载由 4848VV 电机电机、、4848VV 动力动力

电池电池、、电源管理模块和混电源管理模块和混

合动力控制单元组成的合动力控制单元组成的

4848VV 轻混系统轻混系统，，综合工况综合工况

油耗低至油耗低至66..11L/L/100100kmkm。。

（童勇）

首席记者 阮希琼

上汽MAXUS迎天猫618购车节

售价13.69万~15.99万元

从 冲 压从 冲 压 、、 焊 接焊 接 、、 涂涂

层层、、密封密封，，到最后做出成到最后做出成

品品，，每天有每天有10001000多片金属多片金属

极板在治臻新能源的生产极板在治臻新能源的生产

线上产出线上产出。。这家名为治臻这家名为治臻

新能源的公司成立于新能源的公司成立于20162016

年年，，旨在让这项成果在产旨在让这项成果在产

业化道路上发挥更大价值业化道路上发挥更大价值。。

这家企业与上汽有着这家企业与上汽有着

密切的联系密切的联系。。它的天使投它的天使投

资来自上汽创投资来自上汽创投；；从技术从技术

攻关攻关、、产品落地产品落地，，到搭建到搭建

质量体系质量体系、、构建起量产能构建起量产能

力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供应成为一名合格的供应

商商，，公司成立至今公司成立至今，，背后背后

的捷氢科技也付出了很的捷氢科技也付出了很

多多。“。“事实上事实上，，交大团队决交大团队决

定独立出来成立公司定独立出来成立公司，，是是

因为上汽燃料电池产业化因为上汽燃料电池产业化

步伐在提速步伐在提速，，给了创新成给了创新成

果更多应用落地的场景果更多应用落地的场景，，

也是各方对燃料电池核心也是各方对燃料电池核心

零部件未来发展的看好零部件未来发展的看好。”。”

候中军说候中军说。。

据悉据悉，，今年以来今年以来，，已已

经有经有 44 款搭载捷氢科技最款搭载捷氢科技最

新新PROMPROME PE P339090燃料电池燃料电池

系统的产品登上了工信部系统的产品登上了工信部

公告公告，，它们将陆续下线与它们将陆续下线与

消费者见面消费者见面，，而该系统电而该系统电

堆应用的就是治臻新能源堆应用的就是治臻新能源

制造的金属双极板制造的金属双极板。。

看着产品从设计研发看着产品从设计研发

到量产落地到量产落地，，侯中军颇为侯中军颇为

感慨感慨：“：“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开始做的时候，，

大家都不看好金属双极大家都不看好金属双极

板板，，但我们认为但我们认为，，如果燃如果燃

料电池汽车要迈向产业料电池汽车要迈向产业

化化，，原来的石墨双极板必原来的石墨双极板必

须被颠覆须被颠覆。。这一路走来很这一路走来很

痛苦痛苦，，但幸好我们一直坚但幸好我们一直坚

持着初心持着初心。”。”

与科研机构联合攻关与科研机构联合攻关

技术难题技术难题，，并推动研发成并推动研发成

果的产业化果的产业化，，捷氢科技将捷氢科技将

把金属双极板的产学研模把金属双极板的产学研模

式沿用到燃料电池系统和式沿用到燃料电池系统和

电堆的其他关键技术中电堆的其他关键技术中。。

““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模式发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模式发

展出一批优秀的国内供应展出一批优秀的国内供应

商商，，与国外供应商形成良与国外供应商形成良

性竞争性竞争，，这样我们就能把这样我们就能把

燃料电池的成本做得更燃料电池的成本做得更

低低，，更好地推动燃料电池更好地推动燃料电池

汽车的产业化发展汽车的产业化发展。”。”侯中侯中

军说军说。。

早在十几年前早在十几年前，，我国我国

就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就开始研发燃料电池汽

车车。。不少专家认为不少专家认为，，加氢加氢

快快、、续航里程长续航里程长、、真正实真正实

现零排放的燃料电池汽现零排放的燃料电池汽

车车，，才是新能源汽车发展才是新能源汽车发展

的终极路径的终极路径。。但是但是，，燃料燃料

电池汽车产业化步伐并不电池汽车产业化步伐并不

顺利顺利。。一路走来一路走来，，核心零核心零

部件依赖进口导致成本居部件依赖进口导致成本居

高不下高不下，，成了燃料电池汽成了燃料电池汽

车发展的车发展的““拦路虎拦路虎”。”。而双而双

极板就是其中之一极板就是其中之一。。

““双极板就像是燃料双极板就像是燃料

电池的承重墙电池的承重墙，，400400 多片多片

金属双极板组装在一起金属双极板组装在一起，，

对精度要求十分高对精度要求十分高，，而且而且

还要解决金属板的电化学还要解决金属板的电化学

腐蚀问题腐蚀问题。”。”侯中军说侯中军说，，

““虽然我们设计时想明白虽然我们设计时想明白

了了，，但国内却没有工艺能但国内却没有工艺能

制造出制造出，，涂层的技术水平涂层的技术水平

也达不到要求也达不到要求。。以前以前，，我我

们只能到欧洲或者日本去们只能到欧洲或者日本去

找供应商找供应商。”。”

为了打破国际垄断为了打破国际垄断，，

捷氢科技找到了上海交通捷氢科技找到了上海交通

大学精密成型团队大学精密成型团队，，联合联合

起来攻关起来攻关。。经过四年来一经过四年来一

轮又一轮的设计输入轮又一轮的设计输入、、评评

估测试估测试、、优化改进……金优化改进……金

属双极板属双极板““中国方案中国方案””终终

于产业化落地于产业化落地。。

“‘“‘22 毫米工程毫米工程’’是是

全球汽车制造业公认的车全球汽车制造业公认的车

身质量控制模式身质量控制模式，，而我们而我们

双极板的冲压精度差达到双极板的冲压精度差达到

了正负了正负1515微米微米，，提高了两提高了两

个数量级个数量级。”。”侯中军说侯中军说，，

““精度的提升精度的提升，，让电堆的功让电堆的功

率密度大幅度提升率密度大幅度提升。。目目

前前，，捷氢科技的捷氢科技的 300300 型燃型燃

料电池电堆功率密度达到料电池电堆功率密度达到

了了 115115 千瓦千瓦，，实现了燃料实现了燃料

电池汽车的全功率驱动电池汽车的全功率驱动。”。”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团队联合团队联合

研发的复合涂层技术具有研发的复合涂层技术具有

高耐蚀高耐蚀、、高导电等性能高导电等性能，，

让车用电堆的耐久性从让车用电堆的耐久性从

20002000小时提高到了小时提高到了50005000小小

时时（（乘用车加速工况乘用车加速工况）。）。这这

些关键技术指标些关键技术指标，，可以与可以与

丰田等国际汽车企业的产丰田等国际汽车企业的产

品对标品对标。。

从从 22 毫 米 到毫 米 到 00..015015 毫毫

米米，，看似是制造技术的提看似是制造技术的提

升升，，背后实则是自主设计背后实则是自主设计

能力的提升能力的提升。“。“其实其实，，光提光提

出这个出这个 1515 微米的误差值微米的误差值，，

就需要大量的技术积累就需要大量的技术积累。”。”

侯中军说侯中军说。。

时间回到时间回到20102010年年。。那那

一年一年，，国内的双极板技术国内的双极板技术

依然停留在石墨双极板依然停留在石墨双极板

阶段阶段，，而国外已经有车企而国外已经有车企

启动了金属双极板技术的启动了金属双极板技术的

研发工作研发工作。。与传统的石墨与传统的石墨

双极板相比双极板相比，，金属双极板金属双极板

在厚度在厚度、、寿命寿命、、产业化等产业化等

方面具有优势方面具有优势，，更加符合更加符合

车用电堆高功率密度车用电堆高功率密度、、大大

功率输出和低成本制造的功率输出和低成本制造的

要求要求。。上汽迅速把握了这上汽迅速把握了这

一市场趋势一市场趋势，，开启了金属开启了金属

双极板的研发之路双极板的研发之路。。

““真的开始做了真的开始做了，，就发就发

现很多问题现很多问题，，当时我们做当时我们做

出来的金属双极板性能出来的金属双极板性能

很低很低。”。”侯中军坦言侯中军坦言，“，“为为

了找到原因了找到原因，，我们做了不我们做了不

知道多少次测试分析知道多少次测试分析，，最最

后发现有两个关键指标后发现有两个关键指标，，

一个是双极板本身的成型一个是双极板本身的成型

精度精度，，另一个是双极板叠另一个是双极板叠

加后的对正精度加后的对正精度，，它们直它们直

接影响到最终性能接影响到最终性能。”。”

找到了原因还不够找到了原因还不够，，

精度控制在多少也有讲精度控制在多少也有讲

究究。“。“我们上一代产品我们上一代产品200200

型电堆还没有提出要求精型电堆还没有提出要求精

度控制在正负度控制在正负1515微米微米，，但但

在做在做 300300 电堆的时候电堆的时候，，发发

现原来的标准要求满足不现原来的标准要求满足不

了了，，电堆失稳装不起来电堆失稳装不起来。。

几轮测试后几轮测试后，，我们把精度我们把精度

定在了正负定在了正负1515微米微米。”。”

对于捷氢科技而言对于捷氢科技而言，，

产学研从不是产学研从不是““交钥匙交钥匙””

工程工程。“。“前期前期，，我们需要输我们需要输

入对于双极板的功能要入对于双极板的功能要

求求、、外形外形、、密封结构密封结构、、流流

体分配结构设计体分配结构设计。。后期后期，，

我们需要对产品测试验我们需要对产品测试验

证证、、提出优化改进的方提出优化改进的方

向向。。整个过程整个过程，，我们深度我们深度

参与其中参与其中。。这是个一起迭这是个一起迭

代代，，一起优化的过程一起优化的过程。”。”侯侯

中军说中军说。。

从2毫米到0.015毫米

在捷氢科技的试验室里，躺着几

块厚度仅为1毫米左右的金属板，它

们看似普通，实则不凡——金属板上

分布着密密麻麻的流道，氢气、氧

气、冷却液就在这些流道里传输，发

生奇妙的电化学反应。它名为金属双

极板，是我国燃料电池自主核心技术

的新突破。

近期近期，，由上海交通大由上海交通大

学学、、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新源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上海治臻新能源限公司和上海治臻新能源

装备有限公司共同攻关的装备有限公司共同攻关的

““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薄型高功率密度燃料电池薄型

金属双极板及批量化精密金属双极板及批量化精密

制造技术制造技术””荣获荣获20192019年度年度

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上海市技术发明奖特等奖。。

““这是上汽与高校联这是上汽与高校联

手自主创新的成果之一手自主创新的成果之一，，

打破了电堆核心零部件的打破了电堆核心零部件的

国外垄断国外垄断。”。”代表上汽参与代表上汽参与

项目的捷氢科技副总经理项目的捷氢科技副总经理

侯中军说侯中军说，“，“如今如今，，该产品该产品

已正式投入产业化应用已正式投入产业化应用。”。”

摄影 赖鑫琳

产学研从不是“交钥匙”

坚持产业化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