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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五五购物节”“轧轧闹猛”
更多车型、更高品质、更大优惠、更好体验

首席记者 李修惠

44月月2626日日，，享道享道

出行顺风车业务在上出行顺风车业务在上

海首发试运营海首发试运营。。

““开顺风车就像开顺风车就像

拆盲盒一样拆盲盒一样，，有点意有点意

思思。。””首单车主黄嘉首单车主黄嘉

祺是享道出行市场部祺是享道出行市场部

增长高级经理增长高级经理，，作为作为

内部人员内部人员，，他对体验他对体验

新业务相当积极新业务相当积极。。44

月月2626日早上日早上66点半不点半不

到到，，他发起了一单他发起了一单；；

77点多点多，，他就接到了他就接到了

搭顺风车的乘客搭顺风车的乘客。。

““操作简单操作简单，，流流

程 顺 畅程 顺 畅 。。”” 黄 嘉 祺黄 嘉 祺

说说，，自己平日里自己平日里““两两

点一线点一线””，，没什么机没什么机

会接触陌生人会接触陌生人，，顺风顺风

车不但让他有了和不车不但让他有了和不

同人聊天的机会同人聊天的机会，，还还

能抵消每天的出行成能抵消每天的出行成

本本，，一举两得一举两得。。试运试运

营首日营首日，，黄嘉琪上下黄嘉琪上下

班各接一单班各接一单，，““第一第一

天接了两单顺风车天接了两单顺风车，，

赚了赚了6060元元。。””

去 年去 年 1212 月月 1818

日日，，在享道出行成立在享道出行成立

两周年之际两周年之际，，享道出享道出

行行 CEOCEO 吴冰在发布吴冰在发布

会上宣布会上宣布，，享道出行享道出行

将完成将完成““全场景智慧全场景智慧

出行综合体出行综合体””的布的布

局局，，为用户提供一站为用户提供一站

式出行解决方案式出行解决方案。。顺顺

风车显然是享道出行风车显然是享道出行

在此过程中必经的一在此过程中必经的一

步步。。

““当当 AppApp 给乘客给乘客

的出行方式多了一种的出行方式多了一种

选择后选择后，，乘客对我们乘客对我们

产品的黏性也更大产品的黏性也更大

了了。。””据享道出行顺据享道出行顺

风车项目负责人郭萌风车项目负责人郭萌

介绍介绍，，顺风车业务的顺风车业务的

上线上线，，激活了部分原激活了部分原

先的沉默用户先的沉默用户。。而而

且且，，随着网约车业务随着网约车业务

逐渐职业化逐渐职业化，，顺风车顺风车

才是真正低碳才是真正低碳、、共享共享

的出行方式的出行方式。。””

““根据这几天的根据这几天的

后台数据来看后台数据来看，，我们我们

的 车 主 活 跃 度 很的 车 主 活 跃 度 很

高高。。””享道出行顺风享道出行顺风

车市场负责人陈鹭表车市场负责人陈鹭表

示示，，为了让顺风车业为了让顺风车业

务先小步快跑起来务先小步快跑起来，，

享道出行决定在发展享道出行决定在发展

初期整合上汽集团及初期整合上汽集团及

其合作伙伴的内部资其合作伙伴的内部资

源源。。陈鹭说陈鹭说：：““进一进一

步完善产品后步完善产品后，，我们我们

会针对更大面积的人会针对更大面积的人

群进行精准投放群进行精准投放。。””

享道出行顺风车享道出行顺风车

市场经理徐文斌表市场经理徐文斌表

示示，，试运营一个月后试运营一个月后，，

顺风车业务将进入正顺风车业务将进入正

式运营阶段式运营阶段，，随后将随后将

在长三角地区推广在长三角地区推广；；

到今年年底到今年年底，，顺风车顺风车

业务将推广至享道出业务将推广至享道出

行覆盖的所有城市行覆盖的所有城市。。

提 及 顺 风 车 业提 及 顺 风 车 业

务务，，就离不开安全就离不开安全。。

为了最大程度保为了最大程度保

障安全障安全，，享道出行在享道出行在

这方面做足了功课这方面做足了功课。。

司机不但需要通过实司机不但需要通过实

名认证以及线上安全名认证以及线上安全

考试考试，，每次发单前还每次发单前还

需通过生物人脸识需通过生物人脸识

别别，，确保人车匹配确保人车匹配。。

此外此外，，享道出行还为享道出行还为

每一次顺风车行程购每一次顺风车行程购

买了驾乘意外险买了驾乘意外险，，以以

对应潜在的安全隐对应潜在的安全隐

患患。。

享道出行
顺风车业务试运营

首席记者 李修惠

““如果大家没来得及如果大家没来得及

去上海车展去上海车展，，那么一定要那么一定要

来上海展览中心来上海展览中心‘‘轧轧闹轧轧闹

猛猛’’，，感受上汽的品质精感受上汽的品质精

神和科技魅力神和科技魅力。。””上汽集上汽集

团总裁王晓秋在团总裁王晓秋在““五五购五五购

物节物节””启动仪式上给大家启动仪式上给大家

带来了带来了““黄金攻略黄金攻略””。。

44 月月 2929 日晚日晚，，““五五五五

购物节汽车促消费暨上汽购物节汽车促消费暨上汽

集团专场活动启动仪式集团专场活动启动仪式””

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在去年首届在去年首届““五五购五五购

物节物节””期间期间，，上汽整车销上汽整车销

售创下同期历史新高售创下同期历史新高。。今今

年年，，上汽集团积极响应上汽集团积极响应

““全球首发季全球首发季””和和““全城全城

打折季打折季””两大主题两大主题，，将以将以

更多车型更多车型、、更高品质更高品质、、更更

大优惠大优惠、、更好体验回馈广更好体验回馈广

大消费者大消费者。。

王晓秋表示王晓秋表示，，今年的今年的

活动有四大亮点活动有四大亮点。。

一是车型更多一是车型更多、、尽情尽情

选择选择。。本届本届““五五购物五五购物

节节””上汽专场活动展示的上汽专场活动展示的

品牌数量达到品牌数量达到 1313 个个，，比比

去年增加了去年增加了44个个。。包括包括4747

款新能源汽车在内的款新能源汽车在内的 8585

款上汽车型同场亮相款上汽车型同场亮相，，车车

型数量相比去年翻番型数量相比去年翻番，，上上

汽旗下最新汽旗下最新、、最好的新能最好的新能

源和智能网联车型都可供源和智能网联车型都可供

大家尽情选择大家尽情选择。。

二是品质更高二是品质更高、、尽锐尽锐

出战出战。。上海国际车展期间上海国际车展期间

广受关注的智己汽车广受关注的智己汽车、、RR

汽车汽车、、上汽奥迪等全球首上汽奥迪等全球首

发车型发车型，，以及上汽旗下所以及上汽旗下所

有豪华品牌和中高端车型有豪华品牌和中高端车型

都将悉数亮相都将悉数亮相。。消费者可消费者可

以在以在““五五购物节五五购物节””上汽上汽

专场活动中感受上汽的品专场活动中感受上汽的品

质精神和科技魅力质精神和科技魅力。。

三是优惠更大三是优惠更大、、尽享尽享

实惠实惠。。今年今年，，上汽将拿出上汽将拿出

最诚意的折扣最诚意的折扣，，推出超过推出超过

20002000 辆特价车辆特价车，，数量比数量比

去年翻番去年翻番，，其中还有近千其中还有近千

辆辆““5555 折折””超低折扣车超低折扣车

型型，，而且还将为消费者提而且还将为消费者提

供送保险供送保险、、送保养送保养、、车贷车贷

贴息贴息、、旧车置换等优惠旧车置换等优惠

““大礼包大礼包””，，让大家花得更让大家花得更

少少、、实惠更多实惠更多。。

四是体验更好四是体验更好、、尽兴尽兴

狂欢狂欢。。今年今年““五五购物五五购物

节节””上汽专场活动每天都上汽专场活动每天都

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主题，，涵盖亲子游涵盖亲子游

玩玩、、网红体验网红体验、、潮流电潮流电

竞竞、、户外旅行等户外旅行等““最最 inin

最潮最潮””的活动体验的活动体验，，可以可以

说说““吃喝玩乐吃喝玩乐””一应俱一应俱

全全。。

王晓秋说王晓秋说：：““我们真我们真

诚希望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诚希望所有来参加活动的

消费者消费者，，都能够体验到上都能够体验到上

海服务的真诚海服务的真诚、、上海制造上海制造

的品质的品质、、上海购物的新潮上海购物的新潮

和上海文化的精彩和上海文化的精彩，，助力助力

打响打响‘‘四大品牌四大品牌’’，，为上为上

海加快建设成为国际消费海加快建设成为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贡献力量中心城市贡献力量。。””

在活动尚未开始的时在活动尚未开始的时

候候，，已经有路过现场的好已经有路过现场的好

奇市民掏出手机对着现场奇市民掏出手机对着现场

展示的上汽奥迪展示的上汽奥迪AA77LL拍起拍起

了了““路透照路透照””，，还有一对还有一对

年轻情侣隔着围栏驻足看年轻情侣隔着围栏驻足看

了一会儿刚刚在上海车展了一会儿刚刚在上海车展

上市的智己上市的智己LL77。。

有读者看到有读者看到““五五购五五购

物节物节””即将启动的消息即将启动的消息

后后，，在后台留言问道在后台留言问道：：

““前两天上市的斯柯达明前两天上市的斯柯达明

锐锐PROPRO，，这次有吗这次有吗？？””

在今年的在今年的““五五购物五五购物

节节””期间期间，，上汽集团将集上汽集团将集

合旗下智己合旗下智己、、RR汽车汽车、、奥奥

迪迪、、荣威荣威、、MGMG、、大通大通、、

大众大众、、斯柯达斯柯达、、别克别克、、雪雪

佛兰佛兰、、凯迪拉克凯迪拉克、、五菱五菱、、

新宝骏十三个整车品牌新宝骏十三个整车品牌，，

向广大市民展示公司在高向广大市民展示公司在高

端化端化、、电动化电动化、、智能网联智能网联

化领域的最新成果化领域的最新成果，，为消为消

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选费者提供丰富多样的选

择择。。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

刘敏表示刘敏表示：：““今年的今年的‘‘五五

五购物节五购物节’’，，我们有六大我们有六大

消费板块消费板块。。其中其中，，大宗消大宗消

费汽车是重要的板块费汽车是重要的板块。。上上

汽集团这次推出了很多今汽集团这次推出了很多今

年发布的新款年发布的新款，，特别是新特别是新

能源汽车能源汽车。。我们希望更多我们希望更多

的消费者在的消费者在‘‘五五购物五五购物

节节’’期间能够更好地体验期间能够更好地体验

汽车消费的环境汽车消费的环境，，同时有同时有

更多的优惠让消费者能够更多的优惠让消费者能够

更加满意更加满意。。我们也希望我们也希望

‘‘五五购物节五五购物节’’成为每年成为每年

我们很多消费品牌展示创我们很多消费品牌展示创

新转型发展成果的舞台新转型发展成果的舞台。。””

今年的今年的““五五购物五五购物

节节””将继续以将继续以““政策加活政策加活

动动””的形式吸引消费者参的形式吸引消费者参

与与。。刘敏说刘敏说，，考虑到今年考虑到今年

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关

注度很高注度很高，，市商务委在新市商务委在新

能源汽车消费方面做了充能源汽车消费方面做了充

分的布局和安排分的布局和安排。。政策方政策方

面面，，不但将继续实施不但将继续实施““以以

旧换新旧换新””，，很多企业还推很多企业还推

出了优惠的举措出了优惠的举措，，包括发包括发

放消费券满减抵扣等各类放消费券满减抵扣等各类

促销活动促销活动。。

除了上海展览中心这除了上海展览中心这

一主会场一主会场，，位于长宁国际位于长宁国际

发展广场的分会场也别开发展广场的分会场也别开

生面生面。。分会场打造了一座分会场打造了一座

““沉浸式越野试车场沉浸式越野试车场””，，一一

条由水坑条由水坑、、砂石砂石、、石板路石板路

等各种路况组成的越野道等各种路况组成的越野道

路让消费者能够现场试乘路让消费者能够现场试乘

试驾试驾 RR 汽车汽车、、荣威荣威、、大大

众众、、别克别克、、雪佛兰雪佛兰、、凯迪凯迪

拉克品牌的多款拉克品牌的多款 SUVSUV 车车

型型，，深度体验坑洼深度体验坑洼、、涉涉

水水、、倾斜倾斜、、砂石等特殊的砂石等特殊的

越野路况越野路况，，并亲身感受专并亲身感受专

属属““神秘网红打卡点神秘网红打卡点””的的

独特魅力独特魅力。。

四大新亮点

打响品牌

首发、打折是重点

▲85款上汽新车同场

亮相上海展览中心主会

场，为消费者提供丰富

多样的选择

位于长宁国际发展广

场的分会场打造了一座

“沉浸式越野试车场”

真正的共享出行

多重关卡保安全

▲

摄影 张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