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荣威 i6 的中期改款车

型， 定位为 A+级轿车的荣威 i6

PLUS 在造型、配置及动力方面均

进行了升级。在官方直降 2万后，消

费者实际支付仅需 6.98万~11.98万

元。 该车的长宽高分别为 4671、

1835、1464毫米，轴距达到 2715 毫

米。 车宽和轴距全面超越同级车，

甚至已经达到了 B 级车水准。

荣威 i6 PLUS 主要在配置装

备率上提升了不少。 车内提供 7

英寸全液晶仪表+10.4 英寸中控

屏的组合， 同时具备上汽乘用车

产品的车联网优势， 搭载最新的

基于 AliOS 的斑马智行解决方

案。此外，一键启动+无钥匙进入、

电子手刹+自动驻车、ADAS 主动

安全系统、 主驾驶 6 向电动调节

座椅、前排座椅加热等俱全。

动力方面， 荣威 i6 PLUS 将

搭载 1.5T 和 1.6L 两种可选。前者

为 1.5T 米勒循环缸内直喷涡轮增

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124kW，峰值

扭矩 250Nm，满足日常通勤使用。

而 1.6L 车型搭载 1.6L 阿特金森

循环发动机，匹配 CVT 无极变速

箱，百公里油耗仅 5.9L，用车成本

不会很高。

名爵 ZS， 作为上汽继荣威

RX5 之后， 第二款主打的互联网

SUV 车型。3 月 30 日，名爵全新纯

电动 SUV———EZS 正式上市。 作

为 ZS 的纯电动版车型，其整体设

计以 ZS 为基础打造， 并搭载了

“互联智行”智能系统，其 NEDC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为 335 公里。

提供四款车型，预售价为 11.98 万

元~14.98 万元。

这款车外观采用和燃油版车

型区别较大的“星辉骑盾”进气格

栅， 中央立体感十足的 MG 品牌

标识隐藏充电口。 车身侧面腰线

较长，车顶还配有行李架与“鲨鱼

鳍”天线，车尾分体式 LED 灯组配

合后雾灯组，亮眼十足。 作为一款

小型 SUV，其长宽高分别为 4314、

1809、1620 毫米， 轴距为 2585 毫

米，空间表现尚可。

名爵 ZS 纯电动版将搭载上

汽世界级“绿芯” 动力和先进的

“三电”系统，其可输出的最大功

率为 150Ps（110kW），额定功率为

53kW。续航方面最高可达 335km，

等速续航为 428km，0~50km/h 加

速仅需 2.8 秒。 此外，其百公里电

耗低至 13.8kW，能耗水平优于同

级 4%以上，仅是同级燃油车的 1/

10，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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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发布2018年年报———

自主品牌荣威、名爵逆势强劲增长

□

信息时报记者 曾祥萍

4 月 1 日，上汽集团发布的 2018 年年

报显示，2018 年上汽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9021.9 亿元，同比增长 3.6%；实现归母净

利润 360.1 亿元，同比增长 4.7%。除了上汽

通用、上汽大众等合资品牌贡献巨额利润

外， 上汽自主品牌荣威和 MG 也表现亮

眼，在 2018 年全年实现整车销售 73 万辆，

同比增长 36.5%。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多款

全新车型推出、价格下调、汽车下乡补贴等

一系列购车政策的刺激下，上汽乘用车或

将迸发出更大的市场潜能，再次取得逆势

增长。

新能源车销量连续五年翻番

面对近 28 年来车市首次负增长，2018

年，上汽集团整车销售逆势走强。 财报显

示，2018 年，上汽集团实现整车销售 705.2

万辆， 同比增长 1.75%。 在这亮眼的数据

中，上汽自主品牌荣威和名爵增速更为惊

人。 两者全年实现整车销售 73 万辆，同比

增长 36.5%，增速在国内乘用车行业领先。

自主品牌强的突围， 主要得益于“爆

款”车型受到消费者认可。年报显示，荣威

RX5 年销量超过 20 万辆，i5 等新品上市

后快速热销；名爵 ZS 成为新的全球车型，

新 MG6 市场表现稳步提升， 年销量双双

跻身十万辆级阵营。 今年的表现依然不

赖。1~2 月份，名爵累计销量近 3.5 万辆。其

中名爵 ZS 在国内及泰国等多个海外市场

取得上佳表现， 稳居高端小型 SUV 前三

名。

2018 年上汽集团销售新能源汽车

14.2 万辆，同比增长 120%，连续第五年实

现“翻番式”增长。 自主品牌荣威和名爵的

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 9.7 万辆， 同比增长

119%。 据了解，今年名爵将继续着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纯电动版的 EZS、插电混动版

的 eHS 将相继推出。

新车上市即打价格战

3 月 30 日， 上汽荣威推出全新 i6

PLUS，与过去的产品相比，这款车终端售

价直接向下下探 2 万元。 上市即降价，上

汽荣威选择用“价格战”来撼动市场。“今

年汽车市场表现都不太好，直降 2 万，我们

希望全新荣威 i6 PLUS 成为这个车市寒冬

里的一把火，也是给经销商的一把火。 ”上

汽乘用车总经理王晓秋表示道。

据悉， 该车提供了 1.5T 和 1.6L 两种

动力选择，官方指导价为 8.98 万~13.98 万

元，直降 2 万后，消费者实际支付仅需 6.98

万~11.98 万元。 王晓秋表示， 全新荣威 i6

PlUS 的推出，将进一步完善上汽集团的轿

车产品矩阵，以更接地气的产品真正把四

五线市场打开。

据悉，2019 年， 上汽乘用车还将推出

荣威 eRX5、荣威 RX7、中期改款名爵 ZS、

新款名爵 6 等多款全新车型。 业内人士认

为，未来，在多款全新车型的推出以及价格

下调、汽车下乡补贴等一系列购车政策的

刺激下，上汽乘用车或将迸发出更大的市

场潜能，再次取得逆势增长。 王晓秋也曾

表示， 不远的将来上汽乘用车将实现 100

万辆的“小目标”。

日前，位于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 南京和东莞的小鹏汽车六城服

务中心同步开业。 活动当天，小鹏汽

车董事长兼 CEO 何小鹏宣布，小鹏

G3 迈向规模化交付，将在今年 7 月

底前将完成 10000 辆交付， 全年交

付规模实现 40000 辆。 在广州服务

中心的开业现场， 小鹏汽车总裁夏

珩也同步发布了“5 年或 10 万公里

5 折充电优惠”的车主福利。

据了解， 小鹏汽车基于为用户

提供“一体化，多触点”的服务体验，

通过“线下店+线上电商”形式构筑

全平台直营销售渠道。 线下方面，小

鹏汽车把传统的 4S 门店拆分成两

个“2S”。 即小鹏体验中心和小鹏城

市服务中心， 即开设的大型综合线

下实体店，集销售、体验、活动、充

电、交付、售后等一体化服务，一般

坐落在各城市的汽车交易核心区

域，占地 3000~5000 平方米。

此次开业的六城服务中心在原

有“体验中心”的基础上，融合了展

示体验、 销售、 交付与售后功能模

块， 更加完善的用户服务能力将为

鹏友提供全流程购车和用车服务保

障。 未来还将开通 APP 在线查询功

能，实现透明化交付，即客户只需要

通过小鹏汽车的 APP 就可以获知车

辆的订车辆排产、 整备、 交付等状

态。 而小鹏汽车广州体验中心位于

珠江新城高德置地春广场， 不大的

展厅主要用于塑造品牌形象。

至此， 小鹏汽车的线下网点已

经涵盖了体验中心、城市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及授权服务中心， 未来还

将建设独立的交付中心， 以提升专

业的交付质量和效率。 截至目前，小

鹏汽车的线下店正式运营 15 家，另

外还有 5 家处于试运营阶段。 2019

年， 小鹏汽车的线下网点数量将超

过 100 家， 打造便捷透明的线下体

验。

随着小鹏汽车开启大规模交

付， 其用户服务运营体系也得到进

一步深化。据夏珩介绍，3 月初，小鹏

汽车在北京、 上海等五座城市投入

运营了 30 座超充站。 今年年底前，

小鹏汽车将有 200 座超充站投入运

营，预计未来 3 年将达到 1000 座规

模。

信息时报记者 梁斯君

六城服务中心同步开业

小鹏汽车开始

规模化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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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时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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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日

指导价：

6.98

万

~11.98

万元（厂家补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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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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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万元

~14.98

万元

小鹏汽车的城市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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