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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立足““进进”“”“实实”“”“拼拼”，”，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严瑶

首席记者 阮希琼

老上海人总有关于柴老上海人总有关于柴

油油““巨龙车巨龙车””的记忆的记忆：：车车

辆进站辆进站、、转弯的时候转弯的时候，，售售

票员要从车窗口伸出手票员要从车窗口伸出手，，

挥着一面印有挥着一面印有““慢慢””字样字样

的小红旗的小红旗，，嘴里一边喊嘴里一边喊，，

一边拿旗柄车身上一边拿旗柄车身上““笃笃笃笃

笃笃””地敲地敲。。

上世纪上世纪6060年代年代，，为了为了

缓解缓解““乘车难乘车难””矛盾矛盾，，上上海上海上

线了一批拥有两节车厢的线了一批拥有两节车厢的

大容量铰链式公交车大容量铰链式公交车，，俗俗

称称““巨龙车巨龙车”。”。这批车辆在这批车辆在

鼎盛时期曾达到约鼎盛时期曾达到约50005000辆辆

的规模的规模，，占到全市公交车占到全市公交车

的的““半壁江山半壁江山”。”。88 月月 2424

日日，，上海最后一辆传统柴上海最后一辆传统柴

油油““巨龙车巨龙车””结束营运结束营运。。

““这几个月里这几个月里，，我们忙我们忙

着生产着生产、、忙着交车忙着交车，，没白没白

天天、、没黑夜没黑夜，，但忙得很值但忙得很值

得得、、很开心很开心。”。”申沃客车副申沃客车副

总经理金刚告诉记者总经理金刚告诉记者，，从从

今年今年 33 月开始月开始，，企业迅速企业迅速

组织力量复工复产组织力量复工复产。。新型新型

99 系公交车由上汽集团汇系公交车由上汽集团汇

聚多方力量共同打造聚多方力量共同打造，，从从

内到外随处可以感受到国内到外随处可以感受到国

际化际化、、新科技新科技，，为上海城为上海城

市公共交通增添了海派文市公共交通增添了海派文

化的魅力化的魅力。“。“接下来的接下来的33个个

月里月里，，我们预计还将有超我们预计还将有超

过过15001500辆新能源客车交付辆新能源客车交付

公交公司公交公司，，很快更多的上很快更多的上

海市民就能乘上更舒适的海市民就能乘上更舒适的

新能源公交车了新能源公交车了。”。”

““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申沃客申沃客

车已经陪伴了我近车已经陪伴了我近 2020 年年。。

从曾经的少年到现在的职从曾经的少年到现在的职

场人场人，，经历了从柴油车到经历了从柴油车到

纯电动车的蜕变纯电动车的蜕变。”。”一位上一位上

海公交车迷在给申沃客车海公交车迷在给申沃客车

公司的信中这样写道公司的信中这样写道。。

进入进入2121世纪以后世纪以后，，一一

辆辆辆辆““高大上高大上””的车辆出的车辆出

现在申城街头现在申城街头，，吸引了很吸引了很

多市民前去体验多市民前去体验。“。“一开始一开始

不知道是什么车不知道是什么车，，后来等后来等

到自家门口也上线了这款到自家门口也上线了这款

车型的时候发现车型的时候发现，，这就是这就是

之前争相体验的豪华公交之前争相体验的豪华公交

车车。”。”老上海人吴先生说老上海人吴先生说。。

““豪华公交车豪华公交车””是上海是上海

市民对申沃客车的最初印市民对申沃客车的最初印

象象。。如今如今，，这种这种““豪华豪华

感感””依然在延续依然在延续。“。“上海市上海市

对公交车的评判分三个等对公交车的评判分三个等

级级，，我们开发的我们开发的 99 系纯电系纯电

动客车属于最高等级动客车属于最高等级，，即即

‘‘超高级超高级’。”’。”申沃客车总工申沃客车总工

程师阚卫峰告诉记者程师阚卫峰告诉记者，，和和

老式公交车采用卤素灯不老式公交车采用卤素灯不

同同，，这是申沃客车第一次这是申沃客车第一次

采用整体采用整体LEDLED前大灯前大灯。。同同

时时，，车上配有车上配有 360360 度全景度全景

环视环视、、ADASADAS 和油门防误和油门防误

踩等智能驾驶功能踩等智能驾驶功能，，是智是智

能化公交的代表之一能化公交的代表之一。。

根植于上海的申沃客根植于上海的申沃客

车车，，把外滩城市建筑群等把外滩城市建筑群等

海派元素融入海派元素融入 99 系客车车系客车车

身涂装与造型中身涂装与造型中，，形成了形成了

““上海映像上海映像””的新造型的新造型。。从从

车厢内部看车厢内部看，，工程师们将工程师们将

城市公交与地铁的形象相城市公交与地铁的形象相

结合结合。“。“车内的风道车内的风道、、车顶车顶

内饰内饰、、扶手杆都是地铁化扶手杆都是地铁化

的设计的设计。”。”阚卫峰说阚卫峰说。。这构这构

““目前的产量为每天目前的产量为每天

1414 辆辆，，每星期大约下线每星期大约下线

8080 辆车辆车，，我们会从中抽我们会从中抽

取取 22 辆车做严格的辆车做严格的 AUAU--

DITDIT审核审核。”。”金刚说金刚说。。

今年今年33月底月底，，上汽集上汽集

团董事长陈虹一行来到申团董事长陈虹一行来到申

沃客车进行现场调研沃客车进行现场调研，，提提

出了产品质量精细化的要出了产品质量精细化的要

求求。。44月月，，申沃客车迎来申沃客车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了一群特殊的““评审员评审员”。”。

““兄弟单位上汽大众兄弟单位上汽大众

和上汽大通和上汽大通，，以乘用车以乘用车

AUDITAUDIT 标准来给客车打标准来给客车打

分分，，前后提出了近前后提出了近300300个个

改进项目改进项目，，很多在公交车很多在公交车

上司空见惯的问题被一一上司空见惯的问题被一一

放大放大，，揪揪了出来了出来。”。”比如比如，，

中大型客车的中门边框玻中大型客车的中门边框玻

璃压板缝隙不均匀璃压板缝隙不均匀，，这种这种

缝隙要达到缝隙要达到22mmmm。“。“原先原先

的公差要求比较宽松的公差要求比较宽松，，老老

师傅觉得很正常师傅觉得很正常。。但拿乘但拿乘

用车的技术标准一比用车的技术标准一比，，显显

然是不过关的然是不过关的。”。”金刚说金刚说。。

为了纠正这个为了纠正这个““毫米毫米

之差之差”，”，申沃客车的工程申沃客车的工程

师亲自到供应商处师亲自到供应商处，，对模对模

具进行更改和优化具进行更改和优化，，从设从设

计质量的源头加强把控计质量的源头加强把控。。

““发现问题后发现问题后，，我们对我们对

10001000 多 辆 车 都 做 了 修多 辆 车 都 做 了 修

改改，，现在这个缝隙差已经现在这个缝隙差已经

控制在了控制在了11mmmm以内以内。”。”

还有还有，，车辆行驶噪音车辆行驶噪音

原先在客车行业无标准可原先在客车行业无标准可

循循，，但上汽大众的评审人但上汽大众的评审人

员提出电机运行声响嘈杂员提出电机运行声响嘈杂

且不一且不一。。为此为此，，申沃十分申沃十分

重视重视，，随即走访了司机用随即走访了司机用

户群体户群体，，同时对标竞品情同时对标竞品情

况况，，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解制订了一套详细的解

决方案决方案。“。“我们把之前遇我们把之前遇

到的问题都整理出来到的问题都整理出来，，在在

乘用车乘用车 AUDITAUDIT 标准的基标准的基

础上础上，，重新建立申沃产品重新建立申沃产品

审核准则审核准则，，只有百分百解只有百分百解

决问题的车才能出厂决问题的车才能出厂。”。”

目前目前，，99系客车已先系客车已先

后投放到后投放到 4242 路路、、4949 路等路等

多条上海市重点线路中多条上海市重点线路中，，

无论是外观还是可靠性均无论是外观还是可靠性均

停好车停好车，，新能源公交新能源公交

车司机王师傅一头扎进休车司机王师傅一头扎进休

息室息室。。这里是安悦充电露这里是安悦充电露

虹充电站虹充电站，，从休息室望出从休息室望出

去去，，两排新能源公交车整两排新能源公交车整

齐排列齐排列，，夜色下夜色下，，一名场一名场

站运维工人正在将充电枪站运维工人正在将充电枪

连接到公交车上连接到公交车上，，为其充为其充

电电。“。“我以前开传统燃油我以前开传统燃油

车车，，现在换了新能源车现在换了新能源车，，

驾驶体验挺好的驾驶体验挺好的，，加速很加速很

快快。。一开始以为充电会很一开始以为充电会很

麻烦麻烦，，没想到还有专人帮没想到还有专人帮

忙充电忙充电。”。”王师傅说王师傅说。。

““我们正面向我们正面向BB端客户端客户

发力发力，，打造适用于出租网打造适用于出租网

约车约车、、物流车物流车、、公交通勤公交通勤

车的集中式公共充电场车的集中式公共充电场

站站。。目前目前，，公司已投建运公司已投建运

营各类集中式充电站营各类集中式充电站 1515

座座。”。”上汽安悦充电副总经上汽安悦充电副总经

理张一闻说理张一闻说，“，“不过不过，，我们我们

今年的主要工作不是扩大今年的主要工作不是扩大

数量数量，，而是提升服务质而是提升服务质

量量。”。”

据了解据了解，，在每个公交在每个公交

充电场站充电场站，，安悦充电都配安悦充电都配

备了专人运维备了专人运维。。每天每天，，运运

维人员都会在充电场站巡维人员都会在充电场站巡

检检、、进行设备维护进行设备维护，，并定并定

期对充电桩进行清洗期对充电桩进行清洗。“。“在在

我们这里充电插拔都不需我们这里充电插拔都不需

要司机动手要司机动手，，都是我们运都是我们运

维人员提供服务维人员提供服务。”。”张一闻张一闻

说说。。

88 月 的 上 海月 的 上 海 ，， 台 风台 风

天天、、高温天接棒而来高温天接棒而来，，当当

大家都躲在家里时大家都躲在家里时，，安悦安悦

充电的运维人员却更忙充电的运维人员却更忙

了了。“。“为了防止充电桩在高为了防止充电桩在高

温天过热温天过热，，我们要对充电我们要对充电

桩的隔网桩的隔网、、风扇进行清洗风扇进行清洗

和调试和调试。。台风期间台风期间，，我们我们

还要加固遮阳棚还要加固遮阳棚，，防止出防止出

现安全隐患现安全隐患。”。”金山公交充金山公交充

电场站的一名运维人员告电场站的一名运维人员告

诉记者诉记者。。

除了为公交专用充电除了为公交专用充电

场站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场站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安悦充电还将开放式的充安悦充电还将开放式的充

电场站进行升级电场站进行升级，，这些充这些充

电场站主要面向新能源出电场站主要面向新能源出

租车租车、、网约车网约车、、物流车等物流车等

社会车辆社会车辆。“。“比如比如，，军工路军工路

充电场站将在充电场站将在 99 月底完成月底完成

升级升级。。一方面一方面，，我们将对我们将对

一些老旧的充电桩进行更一些老旧的充电桩进行更

新新，，换成了更大功率的快换成了更大功率的快

充桩充桩，，可以提高充电效可以提高充电效

率率。。另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将我们也将

对休息室进行升级改造对休息室进行升级改造。”。”

升级改造后的休息室升级改造后的休息室，，座座

位将更舒适位将更舒适，，还会配备自还会配备自

助售货机助售货机，，保证了充电过保证了充电过

程中程中，，司机有良好的休息司机有良好的休息

环境环境。。

成了上海城市交通明快成了上海城市交通明快、、

简约的整体形象简约的整体形象。。

有上海市民对记者讲有上海市民对记者讲

起曾经一个很著名的调起曾经一个很著名的调

查查：：在老式公交车车厢在老式公交车车厢

里里，，11平方米的面积平方米的面积，，当当

时前胸贴后背时前胸贴后背，，足足挤了足足挤了

1313个人个人。。

““ 以 前 早 高 峰 的 时以 前 早 高 峰 的 时

候候，，能挤上车就挺开心能挤上车就挺开心

了了，，但现在不同了但现在不同了。”。”随随

着城市出行多样化着城市出行多样化，，以及以及

人口老龄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剧，，公交车公交车

的设计也在与时俱进的设计也在与时俱进。。

““以车内容量为主的设计以车内容量为主的设计

理念正在发生变化理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由于

公交车乘客老年人居多公交车乘客老年人居多，，

所以我们尽可能提供更多所以我们尽可能提供更多

的座椅的座椅。。同样同样 1212 米的车米的车

身长度身长度，，99系客车与竞品系客车与竞品

相比相比，，多出了多出了44个座椅个座椅。”。”

目前目前，，已经有已经有 10001000

多辆申沃多辆申沃99系客车在上海系客车在上海

9090 多 条 公 交 线 路 上 运多 条 公 交 线 路 上 运

行行。“。“现在现在，，99 系客车有系客车有

1010..55 米 和米 和 1212 米 两 款 产米 两 款 产

品品，，我们正在试制我们正在试制 1818 米米

长 的长 的 BRTBRT 纯 电 动 公 交纯 电 动 公 交

车车，，这相当于这相当于99系车型的系车型的

一个升级版一个升级版，，充分体现大充分体现大

都市快速公交系统的便都市快速公交系统的便

捷捷。”。”阚卫峰说阚卫峰说。。

得到客户与市民的好评得到客户与市民的好评。。

““新车上路后新车上路后，，我们根我们根

据车辆分布据车辆分布，，对服务区域对服务区域

和人员进行大幅调整和人员进行大幅调整。”。”申申

沃售后服务总监李少锋沃售后服务总监李少锋

说说，“，“目前已实现了各主要目前已实现了各主要

公交场站的驻点服务公交场站的驻点服务。。一一

旦出现紧急情况旦出现紧急情况，，市区售市区售

后维修人员半小时内可到后维修人员半小时内可到

达达，，郊区郊区22小时内到达小时内到达。”。”

目前目前，，第三届进博会第三届进博会

保障工作已经启动保障工作已经启动。“。“今今

年年，，会场周围的核心区大会场周围的核心区大

约有近约有近 200200 辆公交车辆公交车，，将将

全部采用新款全部采用新款 99 系车型系车型，，

我们已制订了初步方案我们已制订了初步方案，，

确保实现进博会用车平稳确保实现进博会用车平稳

运行运行。”。”

一封来自一封来自““公交车迷公交车迷””的信的信

落实“蓝天保卫战”，沪上最后一辆柴油“巨龙车”退役

以以““轿车标准轿车标准””打造公交车打造公交车

让新能源公交车让新能源公交车““更来电更来电””

上海公交车驶入上海公交车驶入

新能源时代新能源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