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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月月 11 日日，“，“享道企业享道企业

版版””APPAPP全新上线全新上线。。上汽移上汽移

动出行战略品牌享道出行将动出行战略品牌享道出行将

旗下企业用车业务整合至聚旗下企业用车业务整合至聚

焦企业级出行服务的子品牌焦企业级出行服务的子品牌

———享道租车—享道租车，，全面升级企全面升级企

业级出行服务产品业级出行服务产品，，推出推出

““享道企业版享道企业版”，”，以更专业服以更专业服

务打造企业客户首选的一站务打造企业客户首选的一站

式式、、全场景出行服务平台全场景出行服务平台。。

此举将打通享道租车的此举将打通享道租车的

企业长租企业长租、、高端专车高端专车、、日常日常

网约车网约车、、会务用车等企业出会务用车等企业出

行业务行业务，，覆盖更丰富的企业覆盖更丰富的企业

出行场景出行场景，，进一步提升享道进一步提升享道

出行在企业级出行领域的服出行在企业级出行领域的服

务优势务优势，，以更灵活以更灵活、、更具针更具针

对性的整体解决方案对性的整体解决方案，，满足满足

企业个性化企业个性化、、即时化即时化、、碎片碎片

化的用车需求化的用车需求。。

整合升级后的整合升级后的““享道企享道企

业版业版””不仅包含了以企业专不仅包含了以企业专

车为主的中高端汽车租赁业车为主的中高端汽车租赁业

务务，，还涵盖了经济实惠的网还涵盖了经济实惠的网

约车服务产品约车服务产品，，实现即时用实现即时用

车与预约用车功能的融合车与预约用车功能的融合。。

结合原有的企业长租用车业结合原有的企业长租用车业

务务，，享道租车实现了企业出享道租车实现了企业出

行需求全产品线覆盖行需求全产品线覆盖。。灵灵

活活、、多样的服务产品可针对多样的服务产品可针对

性地满足企业客户不同角色性地满足企业客户不同角色

的出行需求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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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月月 2222 日日，，上汽上汽 MAXMAX--

USUS（（迈克迈克萨斯萨斯））全球首款绿全球首款绿

色环保燃料电池色环保燃料电池 MPVMPV 上汽上汽

MAXUS EUNIQMAXUS EUNIQ 77 MCBMCB

（（制造验证造车制造验证造车 ManufacturManufactur--

ing Confirmation Building Confirmation Build）） 阶阶

段首辆车于无锡工厂正式下段首辆车于无锡工厂正式下

线线，，这标志着上汽这标志着上汽 MAXUSMAXUS

EUNIQEUNIQ 77的整条生产线已准的整条生产线已准

备就绪备就绪，，抢占了氢能源领域抢占了氢能源领域

新机遇新机遇。。EUNIQEUNIQ 77凝聚了上凝聚了上

汽汽 MAXUSMAXUS 的前瞻科技与创的前瞻科技与创

新成果新成果，，具备技术先进具备技术先进、、安安

全可靠全可靠、、超长续航超长续航、、燃料加燃料加

注快注快、、环保无污染等优点环保无污染等优点，，

在进一步丰富新能源产品矩在进一步丰富新能源产品矩

阵的同时阵的同时，，还将为用户带来还将为用户带来

更环保更环保、、高效的用车体验高效的用车体验。。

上汽上汽 MAXUSMAXUS 通过通过““全全

平台平台、、全系列全系列、、全路线全路线””的的

新能源战略布局新能源战略布局，，推动纯电推动纯电

动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以及以及

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线并燃料电池三条技术路线并

行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能

源全技术路线开发和商业化源全技术路线开发和商业化

运营的领先者运营的领先者。。特别是在燃特别是在燃

料电池车方面料电池车方面，，上汽上汽MAXMAX--

USUS积极探索与创新研发积极探索与创新研发，，燃燃

料电池宽体轻客上汽料电池宽体轻客上汽MAXMAX--

US FCVUS FCV8080 已率先实现了商已率先实现了商

业化运营业化运营，，在上海在上海、、抚顺抚顺、、

佛山佛山、、无锡等地提供日常运无锡等地提供日常运

营服务营服务，，总运营里程超过总运营里程超过

300300 万公里万公里。。而继而继 FCVFCV8080 之之

后后，，上汽上汽MAXUSMAXUS 又推出了又推出了

EUNIQEUNIQ 77，，首次将燃料电池首次将燃料电池

技术带到技术带到MPVMPV领域领域。。

上 汽上 汽 MAXUS EUNIQMAXUS EUNIQ

77 基于上汽基于上汽 MAXUS GMAXUS G2020 车车

型开发打造型开发打造，，定位为绿色环定位为绿色环

保燃料电池商务车保燃料电池商务车，，电机最电机最

高 功 率 为高 功 率 为 150150kWkW，， 可 以 实可 以 实

现现 -- 3030℃℃ 环 境 下 冷 启 动环 境 下 冷 启 动 ，，

NEDCNEDC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为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为

550550kmkm，，等速最高续航里程等速最高续航里程

高达高达 650650kmkm，，并可在并可在 55 分钟分钟

内完成加氢内完成加氢，，这几乎与燃油这几乎与燃油

车加油一样方便车加油一样方便，，加氢时间加氢时间

很短很短，，无需过多等待无需过多等待。。

此 外此 外 ，， 上 汽上 汽 MAXUSMAXUS

EUNIQEUNIQ 77还是一款绿色环保还是一款绿色环保

的前瞻性车型的前瞻性车型。。在行驶过程在行驶过程

中中，，EUNIQEUNIQ 77所配备的高压所配备的高压

储氢罐将氢输送进燃料电储氢罐将氢输送进燃料电

池池，，电堆中氢气与氧气发生电堆中氢气与氧气发生

化合反应产生的电能化合反应产生的电能，，可同可同

时供给动力电池和电驱系时供给动力电池和电驱系

统统，，电驱系统将直接驱动车电驱系统将直接驱动车

辆前进辆前进。。因此因此，，上汽上汽MAXMAX--

US EUNIQUS EUNIQ 77所产生的排放所产生的排放

物只有清洁的水物只有清洁的水，，与当下的与当下的

环保理念高度吻合环保理念高度吻合。。

今年年底今年年底，，新车将正式新车将正式

上 市上 市 ，， 与 智 选 大 家与 智 选 大 家 MPVMPV

EUNIQEUNIQ 55、、 智 选 大 家智 选 大 家 SUVSUV

EUNIQEUNIQ 66组成上汽组成上汽MAXUSMAXUS

最强新能源产品阵容最强新能源产品阵容————

EUNIQEUNIQ系列系列，，共同推进上汽共同推进上汽

MAMAXUSXUS 新能源市场布局的新能源市场布局的

进程进程。。 （徐维秀）

抓重点抓重点、、补短板补短板 加快创新发展加快创新发展

氢燃料电池车商业化运营取得新突破

首席记者 阮希琼

沉寂多时的氢燃料电沉寂多时的氢燃料电

池汽车领域池汽车领域，，最近又火了最近又火了

起来起来。。

丰田联合亿华通丰田联合亿华通、、一一

汽汽、、东风东风、、广汽广汽、、北汽北汽 55

家公司签署合营合同家公司签署合营合同，，成成

立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立联合燃料电池系统研发

（（北京北京））有限公司有限公司。。项目总项目总

投资约投资约5050..1919亿日元亿日元（（约合约合

33..2424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各方占各方占

比分别为比分别为：：丰田丰田6565％％、、亿亿

华通华通1515％％、、一汽一汽55%%、、东风东风

55%%、、广汽广汽 55%%、、北汽北汽 55%%。。

从股比上可以看出从股比上可以看出，，丰田丰田

在合资公司占据主导位置在合资公司占据主导位置。。

““狼来了狼来了”！”！中国燃料中国燃料

电池汽车行业格局将如何电池汽车行业格局将如何

生变生变？？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的数据显示会的数据显示，，20192019年我年我

国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国燃料电池汽车产销分别

为为28332833辆和辆和27372737辆辆，，与全与全

年乘用车年乘用车21002100万辆级别的万辆级别的

产销数字或产销数字或 120120 万辆的新万辆的新

能源汽车产销数字相比能源汽车产销数字相比，，

只是零头里的零头只是零头里的零头。。

不过不过，，燃料电池在乘燃料电池在乘

用车领域迟迟无法打开局用车领域迟迟无法打开局

面的同时面的同时，，商用车领域却商用车领域却

为其打开了一扇门为其打开了一扇门。。

电池沉重的质量电池沉重的质量、、充充

电时间长制约着商用车制电时间长制约着商用车制

造商们的电动化路线造商们的电动化路线，，而而

拥有固定路线的公交车拥有固定路线的公交车、、

大巴及城市物流车等商用大巴及城市物流车等商用

车便于加氢站布点车便于加氢站布点，，并且并且

成本节约明显成本节约明显，，相较之下相较之下

更易于推广应用更易于推广应用。。因此因此，，

商用车成了氢燃料电池技商用车成了氢燃料电池技

术商业化落地的首选术商业化落地的首选。。

尽管丰田最知名的氢尽管丰田最知名的氢

燃料电池车当属燃料电池车当属MiraiMirai，，但但

此次丰田在华推广燃料电此次丰田在华推广燃料电

池汽车池汽车，，也将重心放在了也将重心放在了

商用车上商用车上。。

去年去年，，丰田宣布丰田宣布，，福福

田田FCFC（（燃料电池燃料电池））大巴将大巴将

搭载采用丰田搭载采用丰田 FCFC 电堆等电堆等

零 部 件 的 亿 华 通零 部 件 的 亿 华 通 FCFC 系系

统统，，此外此外，，其将在一汽股其将在一汽股

份份、、苏州金龙生产及销售苏州金龙生产及销售

的的 FCFC 大巴上搭载采用丰大巴上搭载采用丰

田田 FCFC 电堆等零部件的上电堆等零部件的上

海重塑海重塑FCFC系统系统。。

不难发现不难发现，，现在丰田现在丰田

以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与以成立合资公司的方式与

更多中国商用车制造商合更多中国商用车制造商合

作作，，向它们提供丰田氢燃向它们提供丰田氢燃

料电池系统或电堆等核心料电池系统或电堆等核心

组件组件，，以实现燃料电池汽以实现燃料电池汽

车在中国更大范围的普及车在中国更大范围的普及。。

难道除了引进丰田技难道除了引进丰田技

术术，，国内供应商就没有自国内供应商就没有自

己的技术与之抗衡了吗己的技术与之抗衡了吗？？

事实上事实上，，上汽上汽 MAXMAX--

US EUNIQUS EUNIQ 77搭载的燃料搭载的燃料

电池系统便是上汽自主研电池系统便是上汽自主研

发的发的，，供应商为上汽旗下供应商为上汽旗下

的捷氢科技的捷氢科技。。该系统名为该系统名为

PROME PPROME P390390，， 拥 有拥 有

115115kWkW 的电堆功率的电堆功率、、9292kWkW

的系统功率的系统功率、、--3030℃℃无需无需

外加热的低温启动外加热的低温启动、、50005000

小时的耐久性小时的耐久性，，这些关键这些关键

性能均已比肩以丰田性能均已比肩以丰田MiraiMirai

为代表的国际先进水平为代表的国际先进水平。。

““PROME PPROME P390390 系 统系 统

的电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电堆也是我们自主研发

的的，，不是第三方供应的不是第三方供应的。”。”

捷氢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捷氢科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记者。。这款产品电堆中的这款产品电堆中的

金属双极板及其批量生产金属双极板及其批量生产

技术由捷氢科技联合高校技术由捷氢科技联合高校

一起研发一起研发，，打破了电堆核打破了电堆核

心零部件的国外垄断心零部件的国外垄断，，荣荣

获了获了20192019年度上海市技术年度上海市技术

发明奖特等奖发明奖特等奖。。

不过不过，，捷氢科技相关捷氢科技相关

负责人也坦言负责人也坦言，，目前质子目前质子

交换膜等燃料电池关键材交换膜等燃料电池关键材

料依然依赖国外供应商料依然依赖国外供应商，，

““由于一些关键材料来自日由于一些关键材料来自日

本供应商本供应商，，他们供给丰田他们供给丰田

这样的本土企业价格会更这样的本土企业价格会更

便宜便宜。。如此一来如此一来，，丰田便丰田便

更具成本优势更具成本优势。。其实其实，，这这

些材料我国并非完全没些材料我国并非完全没

有有，，但未批量生产能力但未批量生产能力。”。”

成本依然是摆在商业成本依然是摆在商业

化落地面前的一座大山化落地面前的一座大山，，

要打破发达国家的长期技要打破发达国家的长期技

术垄断术垄断，，就得加大对燃料就得加大对燃料

电池核心材料产业化的投电池核心材料产业化的投

入入，，须进一步强链须进一步强链、、补链补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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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金属双极板的把金属双极板的““产学产学

研研””模式沿用到燃料电池模式沿用到燃料电池

系统系统和电堆的其他关键技和电堆的其他关键技

术中术中。“。“我们希望以这样的我们希望以这样的

模式发展出一批优秀的国模式发展出一批优秀的国

内供应商内供应商，，与国外供应商与国外供应商

形成良性竞争形成良性竞争，，这样我们这样我们

就能把燃料电池系统的成就能把燃料电池系统的成

本做得更低本做得更低，，更好地推动更好地推动

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发燃料电池汽车的产业化发

展展。”。”

““狼来了狼来了”，”，留给我们留给我们

的时间不多了的时间不多了。。

“狼来了”！风口上的燃料电池商用车

“享道企业版”APP全新上线

上汽MAXUS首辆燃料电池MPV顺利下线

进入夏季进入夏季，，疫情常态化疫情常态化

防控和高温防控和高温、、暴雨等极端天暴雨等极端天

气叠加气叠加，，为广大车主的用车为广大车主的用车

带来了不少挑战带来了不少挑战。。在在55月开月开

启启““荣威宠你荣威宠你，，月月有礼月月有礼””

用户关怀计划之后用户关怀计划之后，，77 月月，，

上汽荣威用户关怀计划再加上汽荣威用户关怀计划再加

码码，，上线了雨季福利礼包上线了雨季福利礼包、、

机油抽奖活动机油抽奖活动，，让车主风雨让车主风雨

无阻无阻、、安全出行安全出行。。

自自 77 月月 11 日起日起，，荣威车荣威车

主登录上汽荣威主登录上汽荣威APPAPP，，即可即可

免费领取雨刮更换免费领取雨刮更换 7777 折权折权

益券及雨刮精泡腾片兑换益券及雨刮精泡腾片兑换

券券。。同时同时，，荣威车主还可参荣威车主还可参

与机油抽奖活动与机油抽奖活动，，有机会获有机会获

得免费嘉实多高端机油保养得免费嘉实多高端机油保养

套餐服务套餐服务，，安享快捷安享快捷、、贴贴

心心、、周到的高品质用车体周到的高品质用车体

验验。。

此外此外，，上汽荣威还上线上汽荣威还上线

了机油抽奖活动了机油抽奖活动。。荣威车主荣威车主

参与即有机会获得价值参与即有机会获得价值777777

元的嘉实多高端机油保养套元的嘉实多高端机油保养套

餐服务餐服务，，奖品数量有限奖品数量有限，，抽抽

完即止完即止。。 （朱柔芸）

上汽荣威用户关怀计划再加码

77折雨刮更换等福利上线

近日近日，“，“超战力轿跑超战力轿跑””

第三代名爵第三代名爵66再曝智能配置再曝智能配置

信息信息，，新车是同级首款搭载新车是同级首款搭载

LL22..55 PLUSPLUS智能驾驶辅助系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的运动家轿统的运动家轿，，独具独具 SuperSuper

TJATJA 超级交通拥堵辅助系超级交通拥堵辅助系

统统，，加码同级领先的斑马智加码同级领先的斑马智

行行 33..00 等智能配置等智能配置，，可谓可谓

““2020万元内车型智能驾驶无万元内车型智能驾驶无

敌手敌手”。”。

LL22..55 PLUSPLUS智能驾驶辅智能驾驶辅

助系统包含助系统包含 ACCACC 全速段自全速段自

适应巡航适应巡航、、ICAICA集成式高速集成式高速

智能巡航功能智能巡航功能。。系统还集成系统还集成

了由了由 AEBAEB 自动紧急制动系自动紧急制动系

统统、、LDWLDW 车道偏离报警系车道偏离报警系

统等组成的统等组成的““Safety FastSafety Fast 88

合合11””全时安全系统全时安全系统，，即使即使

在复杂路况在复杂路况和恶劣天气环境和恶劣天气环境

下下，，也能准确和及时地探也能准确和及时地探

测测、、识别驾驶场景和车辆状识别驾驶场景和车辆状

况况。。 （王瑾）

第三代名爵6智能配置曝光

可实现L2.5 PLUS级别自动驾驶

商用车是落地的首选

要PK，还要强链、补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