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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新年伊始，，新能源车市新能源车市

场动态备受瞩目场动态备受瞩目。。作为新能作为新能

源汽车科技领导者源汽车科技领导者，，上汽荣上汽荣

威在去年威在去年1212月交出傲人成绩月交出傲人成绩

单单，，新能源车型热销超新能源车型热销超11万万

辆辆，，同比上涨同比上涨 3838..55%%，，环比环比

大涨超大涨超170170%%。。

去年去年 1212 月月，，““最强混动最强混动

双子星双子星””荣威荣威 eiei66 MAXMAX、、荣荣

威威RXRX55 ePLUSePLUS广受用户青广受用户青

睐睐，，推动上汽荣威插电混动推动上汽荣威插电混动

车型销量进一步提升车型销量进一步提升，，达到达到

近近50005000辆辆。。这两款车均搭载这两款车均搭载

33..00TT绿色澎湃动力绿色澎湃动力，，不仅动不仅动

力输出比肩主流力输出比肩主流 33..00TT 燃油燃油

车车，，油耗更是低至同等动力油耗更是低至同等动力

水准燃油车的十分之一水准燃油车的十分之一。。同同

时时，，荣威的插电混动车型堪荣威的插电混动车型堪

称最强平价燃油车替代之称最强平价燃油车替代之

选选 。。 比 如比 如 ，， 荣 威荣 威 RXRX55

ePLUSePLUS 和燃油版本的荣威和燃油版本的荣威

RXRX55 PLUSPLUS 差价不大差价不大，，加加

上后期更低的用车成本上后期更低的用车成本，，实实

实在在为用户省钱实在在为用户省钱。。

在高低两端强势增长的在高低两端强势增长的

纯电动车市场纯电动车市场，，上汽荣威凭上汽荣威凭

借完善的布局和可靠的产借完善的布局和可靠的产

品品，，销量保持领先销量保持领先。。其中其中，，

中高端纯电动车热门产品荣中高端纯电动车热门产品荣

威威 EiEi55 拥有超长续航里程拥有超长续航里程、、

超低用车成本等特点超低用车成本等特点，，自上自上

市以来市以来，，热度一直居高不热度一直居高不

下下，，20202020 年年 1212 月销量达到月销量达到

近近30003000辆辆，，成为同级别销量成为同级别销量

最高的车型之一最高的车型之一；；代步小车代步小车

上汽科莱威上汽科莱威CLEVERCLEVER表现同表现同

样亮眼样亮眼，，以以 302302 公里长续公里长续

航航、、55 小时超快充电速度小时超快充电速度、、

439439LL同级最大后备箱容积等同级最大后备箱容积等

领先实力打动用户领先实力打动用户，，热销超热销超

20002000辆辆。。

接下来接下来，，经济持续回经济持续回

暖暖、、用户消费信心和购买力用户消费信心和购买力

的陆续恢复的陆续恢复，，也将进一步推也将进一步推

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动新能源汽车市场发展。。上上

汽荣威将为用户带来更可汽荣威将为用户带来更可

靠靠、、更安心的绿色出行更安心的绿色出行。。

（秦琬烁）

本报记者 林芸

““我们这里不仅能为我们这里不仅能为

RR车主提供免费停车和充车主提供免费停车和充

电服务电服务，，还特别为车主开还特别为车主开

辟了专享区辟了专享区，，他们在为爱他们在为爱

车充电的同时车充电的同时，，也能为手也能为手

机进行无线机进行无线‘‘加油加油’’，，并并

且畅享轻松且畅享轻松、、愉悦的阅读愉悦的阅读

时光时光。。””在在 RR 汽车虹桥机汽车虹桥机

场专属停车充电服务区场专属停车充电服务区，，

负责人马建军告诉记者负责人马建军告诉记者。。

该服务区自该服务区自 11 月月 11 日日

在虹桥机场在虹桥机场22号航站楼号航站楼PP66

停车场停车场 22 层长颈鹿区域正层长颈鹿区域正

式投入使用以来式投入使用以来，，已有不已有不

少少 RR 车主前来车主前来““尝鲜尝鲜””。。

RR汽车也由此成为首个在汽车也由此成为首个在

核心航空枢纽开辟专属停核心航空枢纽开辟专属停

车充电服务区的纯电动汽车充电服务区的纯电动汽

车品牌车品牌。。

记者在现场看到记者在现场看到，，该该

停车充电服务区共有停车充电服务区共有 55 个个

车位车位，，每个车位都配有充每个车位都配有充

电桩电桩，，全天全天2424小时有人值小时有人值

守守，，提供停车提供停车、、充电及咨充电及咨

询服务询服务。。目前目前，，充电和停充电和停

车服务对车服务对 RR 车主是免费车主是免费

的的。。

马建军告诉记者马建军告诉记者，，RR

车主进出停车场车主进出停车场，，只要不只要不

走走ETCETC通道通道，，我们会在后我们会在后

台为车主的车牌号进行优台为车主的车牌号进行优

惠券绑定惠券绑定，，这样就能自动这样就能自动

识别车牌号识别车牌号、、自动抬杆自动抬杆，，

免费无感离场免费无感离场。。因为该服因为该服

务区尚处于试运行阶段务区尚处于试运行阶段，，

知晓率还不是很高知晓率还不是很高，，目前目前

每天的车辆接待量约为每天的车辆接待量约为22--

33 辆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推移，，

相信前来体验的车主会越相信前来体验的车主会越

来越多来越多。。

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之前有之前有

一位一位RR车主得知虹桥机场车主得知虹桥机场

开辟了开辟了 RR 汽车专属停车汽车专属停车

区区，，第二天特地开着他的第二天特地开着他的

爱车来打卡爱车来打卡。。因为该车主因为该车主

是商务人士是商务人士，，需要经常出需要经常出

差差，，所以这个服务区的开所以这个服务区的开

辟对他来说辟对他来说，，可谓是可谓是““雪雪

中送炭中送炭””，，能够彻底告别能够彻底告别

停车停车、、充电难题充电难题。。

记者算了一笔账记者算了一笔账，，目目

前虹桥机场前虹桥机场 22 号航站楼小号航站楼小

型车的停车费是停满型车的停车费是停满2424小小

时时6060元元，，2424--4848小时计费小时计费

8080元元，，4848小时及以上每小时及以上每2424

小时计费小时计费 110110 元元，，公共充公共充

电服务费为电服务费为22元元/kWh/kWh。。这这

样算下来样算下来，，RR车主在专属车主在专属

停车位停车停车位停车、、充电充电，，一天一天

最高可节省约最高可节省约200200元元。。

随着随着RR汽车虹桥机场汽车虹桥机场

专属服务区的上线专属服务区的上线，，机场机场

专属服务区不再是奔驰专属服务区不再是奔驰、、

宝马宝马、、奥迪奥迪、、雷克萨斯等雷克萨斯等

传统豪华品牌的专利传统豪华品牌的专利，，RR

汽车也将以比肩传统豪华汽车也将以比肩传统豪华

品牌的优质服务品牌的优质服务，，让用户让用户

从喜爱变为信赖从喜爱变为信赖。。

搭建机场服务区是搭建机场服务区是 RR

汽车自建充电网络布局中汽车自建充电网络布局中

的重要一环的重要一环。。随着虹桥机随着虹桥机

场场RR汽车专属服务区的开汽车专属服务区的开

放放，，未来未来，，RR汽车还将开汽车还将开

辟更多的机场专属服务辟更多的机场专属服务

区区，，持续刷新用户的纯电持续刷新用户的纯电

出行体验出行体验。。

上汽荣威新能源车持续热销

实现停车充电自由，一天最高省200元
探访R汽车虹桥机场专属停车充电服务区

插电混动新能源车保值率排名出炉

近 日近 日 ，， 精 真 估 发 布 了精 真 估 发 布 了

《《20202020年度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年度中国汽车保值率报

告告》，》，公布了各细分市场车型公布了各细分市场车型

的保值率排名的保值率排名。。其中其中，，上汽上汽

荣威在小型荣威在小型 SUVSUV、、纯电新能纯电新能

源汽车源汽车、、插电混动新能源汽插电混动新能源汽

车等多个细分市场均有车型车等多个细分市场均有车型

进入榜单前十进入榜单前十。。

特别是在插电混动新能特别是在插电混动新能

源 汽 车 中源 汽 车 中 ，， 荣 威荣 威 RXRX55

eMAXeMAX一举超越沃尔沃一举超越沃尔沃XCXC9090

插 电 混 动插 电 混 动 、、 比 亚 迪 宋比 亚 迪 宋 ProPro

DMDM、、奥迪奥迪AA66LL插电混动等热插电混动等热

门车型门车型，，斩获斩获20202020年度国产年度国产

品牌插电混动新能源车型品牌插电混动新能源车型 11

年保值率冠军年保值率冠军，，展现出了极展现出了极

富竞争力的保值率富竞争力的保值率。。

北京精真估信息技术有北京精真估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成立于限公司成立于20142014年年，，由易由易

车车、、美国美国COXCOX和中国汽车流和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三大机构共同投资通协会三大机构共同投资，，

是行业内最具公信力的二手是行业内最具公信力的二手

车检测评估服务科技公司车检测评估服务科技公司。。

众所周知众所周知，，除了车况除了车况，，

影响二手车保值率的最根本影响二手车保值率的最根本

因素在于新车产品力和品牌因素在于新车产品力和品牌

认知度认知度、、美誉度美誉度。。

作为行业内最早发力插作为行业内最早发力插

电混动领域的品牌电混动领域的品牌，，上汽荣上汽荣

威已形成了威已形成了““电池电池、、电机电机、、

电控电控””核心技术优势核心技术优势，，以以

EDUEDU为核心的插电混动技术为核心的插电混动技术

还获得了还获得了20172017年度国家科学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建立了建立了

广泛的品牌认知度和品牌美广泛的品牌认知度和品牌美

誉度誉度。。

同时同时，，上汽荣威还将技上汽荣威还将技

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术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旗旗

下插电混动产品具备低能下插电混动产品具备低能

耗耗、、长续航长续航、、超静音超静音、、超平超平

顺等特点顺等特点，，广受用户青睐广受用户青睐，，

荣威荣威 RXRX55 eMAXeMAX 就是其中就是其中

最为重磅的产品之一最为重磅的产品之一。。

与此同时与此同时，，上汽认证二上汽认证二

手车中心在全国各地手车中心在全国各地陆续开陆续开

业业，，也为荣威二手车保值率也为荣威二手车保值率

的一路走高再添砝码的一路走高再添砝码。。自去自去

年年 55 月月 3030 日首家门店开业日首家门店开业

后后，，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仅上汽认证二手车中心仅

用了半年时间用了半年时间，，就已经在上就已经在上

海海、、成都成都、、南京南京、、郑州郑州、、天天

津津、、深圳深圳、、东莞开设了东莞开设了 77 家家

门店门店，，为用户提供为用户提供““保证保证、、

信任信任、、可靠可靠、、透明透明””的二手的二手

车保值回购体验车保值回购体验。。

截至目前截至目前，，上汽认证二上汽认证二

手车中心评估车辆超过手车中心评估车辆超过 18001800

辆辆，，获得了用户一致高度好获得了用户一致高度好

评评。。

（秦琬烁）

上汽荣威RX5 eMAX斩获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