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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记者的手机收到一条短信，

内容只有6个字：“协议签下来了。”“协

议”是指特斯拉的授权租赁协议，“签下来

了”则意味着不久之后，特斯拉将被租赁

给愿意为它付钱的成都市民， 特斯拉将成

规模地出现在成都街头。同样，这也意味着

成都出现了第一家电动车租赁公司。

今年上半年，港宏集团宏羽汽车与特斯

拉官方合作伙伴浙江宝润汽车合资成立了

四川宝润特斯拉租赁公司，该公司负责人为

吕维凯。吕维凯，两年前在美国取得南加州

大学本科双学位之后，回到成都，并逐步接

手由其父母创立的港宏集团旗下的控股公

司。据记者了解，吕维凯曾经是一名专业足

球运动员，曾在成都五牛梯队和保加利亚足

球队训练过。采访中记者发现，吕维凯做事

雷厉风行，是个敢于梦想和挑战的人。

吕维凯告诉记者，“四川宝润特斯拉租

赁公司投资3000万元，拥有一只12人的精英

团队。目前，除浙江宝润汽车外，四川宝润将

会是全国第二家特斯拉租赁公司，也是四川

地区特斯拉官方授权和认证的合作伙伴。未

来将会有80台特斯拉用于成都市场的日常

租赁之中，长租、短租皆可。目前最早的10台

特斯拉已经到店，8月1日起， 成都的消费者

就可以到店咨询并租车使用了。”

事实上， 吕维凯并不是成都最

早拥有特斯拉的人。据了解，首批特

斯拉成都车主已有5人。 今年年初，

这5位车主丝毫没有犹豫在北京付

了25万元订金，于是，他们便成为中

国市场特斯拉的首批用户。 据特斯

拉官方介绍，这5人既有年轻人也有

年长一点的，但均为男性。有人从事

IT业，有人从事制造业。

但成都还有部分已经预定了

特斯拉但尚未提车的车主。记者在

采访中遇到的Z先生就是其中一

员。Z先生是名70后，自己已经拥有

4台汽车。他不仅是个汽车爱好者，

也是苹果品牌的忠实拥趸。他拥有

所有型号的苹果手机，每当新机型

上市时， 他都会成为第一批用户。

这说明特斯拉车主的共同点是新

潮前卫，喜欢新鲜事物，也愿意尝

试新鲜事物。

Z先生告诉记者， 他在北京试

驾过两次特斯拉之后，于今年6月19

日订的车，预计最快能在今年9月提

到车。而特斯拉官方也称，今年9月

将是特斯拉在成都的集中交付时

间。同时，也是特斯拉成都直营中心

开业的时候。

这个七月，对于成都车市而言，最具话题效应的一件事，莫过于特斯

拉官方宣布特斯拉正式来到成都。公布基础售价65万~85万元、组织第一

次媒体官方试驾， 第一次向媒体揭开车主的神秘面纱……这些让记者的

采访过程变得生动有趣。但真正让记者惊喜的是，它同样发生在一位特斯

拉车主身上，他拿下了特斯拉的授权租赁，这意味着这款被人们聚焦最多

的电动车，又有了新的拥有方式。

成都首家电动车租赁公司诞生———

8月1日起 租辆特斯拉来开

在国内， 租车消费观念尚在培育过程之中。

神州租车、赫兹租车等在国内都算得上非常成规

模的公司。以神州租车为例，记者了解到，他们的

租车业务集中在长租和短租两种模式上。长租主

要以商务车为主，比如别克GL8，被一些公司常

年租用；而短租则是面对一些自驾的旅客，他们

来到这座城市，租一台车代步。

记者采访了神州租车的一名工作人员。该工

作人员称， 对于特斯拉这样一款电动车来说，关

注度不是很高。当记者问到，特斯拉租赁公司的

诞生会否冲击到传统租车业务时， 他称也不见

得。他说，毕竟80台车对于一家传统租车公司而

言总量还是很少，冲击不大。而且充电也不如加

油方便。“从生活方便的角度来说， 特斯拉不如

传统的汽油车。不过，对于一些喜欢尝试新鲜生

活方式的人来说，应该很有吸引力。”

吕维凯说，当初他喜欢特斯拉，是从

美国开始的。“特斯拉在美国出现的时

候，我正打算离开美国回到成都。那时大

家都觉得它很新鲜， 我也没有马上亲身

体验，就想观望一下，看看它究竟是款怎

样的车， 再做打算。” 吕维凯告诉记者，

“但当我再次回到美国时，这款车在街上

已经非常多了， 于是我打算马上回国试

驾这款车。”

试驾特斯拉之后， 吕维凯兴奋了。关

于特斯拉的驾驶感受，吕维凯的说法是超

越了自己的想象，提速快，加速更是瞬间

实现，高速驾驶时的平稳绝对不输于传统

能源汽车，而其安静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

不及。特别是内饰中控设计，吕维凯更是

赞不绝口，“它的设计是美国风格的简约，

但很好用，熟悉使用苹果手机的人绝不会

陌生。”

既然特斯拉在美国的接受度这么高，

那在中国为什么不能拥有更多的消费者

呢？吕维凯的想法又变了，他不想仅仅成为

一名车主。他的想法是：“如果这款车能用

于租赁市场，会怎样呢？我要让那些不想买

或买不起的人，都能开上它。”

特斯拉刚刚见诸国内报端时， 很多人

都说太酷了，好喜欢！但价格太贵了，买不

起！而吕维凯的这种想法，正好让很多想开

特斯拉的人实现梦想。 吕维凯说：“在国

外， 租车是一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生活方

式， 短租用于旅行自驾， 长租用于日常代

步，大家都习惯这种方式。买一台新车如果

不想要了， 当二手车卖时会发现亏掉很多

钱，心疼。但租车就不一样。一旦不喜欢，只

要合约到期，随时都可以不租。”

10台特斯拉到店 8月1日起可出租

让喜欢特斯拉的人 都能开上它

吕维凯对于特斯拉未来出现在租赁市场的

表现充满了信心。但作为一款电动车，充电问题

怎么解决呢？

吕维凯说，特斯拉的充电方式并不复杂，可分

为三种方式，今后将变得越来越方便：第一种，使

用民用电的家用充电模式，安放在家用车位上，使

用家用电充电一个晚上便可充满；未来在租赁公

司将会有固定的充电区域，这个区域将在8月展台

装修完毕时同时落成。第二种是使用民用电的目

的地充电站，它将集中在各个繁华闹市区的停车

场，比如商场、酒店。之前特斯拉官方也曾表示，对

方如果愿意提供场地，特斯拉公司将为其免费安

装。吕维凯说，特斯拉在成都的来福士和即将落成

的银泰中心都签下了充电桩的安装协议。

吕维凯说，最后一种是使用动力电源的超级

充电站。超级充电站仅用40分钟便可完成50%的

电量， 一小时完成80%的电量，80分钟即可充满

全部电量。充满电量的特斯拉，可以完成500km

的续航里程。

记者了解到，这种超级充电站一般都是政府支

持建成，上海有浦东新区支持修建。而在成都，锦江

区和青羊区政府都对特斯拉项目非常感兴趣。

三种充电方式 充电将越来越方便

传统租车公司：对传统业务冲击不大

成都商报记者 刘丽娜

成都特斯拉车主

什么样？

特斯拉目前有包括 roadster、

model� s、model� x在内的3款车型，

使用电池保修期为8年的松下锂电

池元件组覆盖整个底盘， 使用马牌

轮胎，基础售价65万~85万元，没有

传统的发动机维修保养费用， 在日

常生活中，较传统能源汽车而言，的

确省去了一大笔开支。

特斯拉公司摒弃了传统的授权

经营模式， 特立独行地开辟了直营

店的销售模式， 而这种直营店被称

为“服务中心”，它会以show� room

（展示厅）加维修区域的方式出现。

特斯拉位于成都的服务中心将

在今年下半年启用， 但服务中心的

陈列设置， 特斯拉公司并未透露过

多细节。届时，包括成都、重庆等城

市的华西区域用户， 只需在特斯拉

官网预约试驾（www.teslamotors.

com/cn）， 或致电400� 919� 0707预

约， 特斯拉Asset� Lite就可以为用户

提供包括试驾、产品性能介绍、下单

预订等在内的多种服务。

1

、没有日常发动机维修保养

费用，日常养车开车省去一大笔。

2

、提速超快，但一定要小

心驾驶，一旦碰撞损坏，零配件

运输时间会较长。

3

、 建议暴雨天不要开车

出门，一旦进水，系统可能会短

路，停电。

小贴士：

特斯拉的购买方式

凯迪拉克SRX公路升级版锋范上市

中致远成都凯迪周年钜惠

近期，凯迪拉克SRX� 66号公路升级版全新上市，也恰

逢中致远成都凯迪正式开店1周年。针对此次周年庆及新车

上市， 中致远成都凯迪推出了系列优惠活动： 其中，SRX、

XTS、ATS全系享独家零首付零利息零月供；SRX、XTS、

ATS和CTS全系享周年钜献， 即购车送终身保养；SRX、

XTS特推车型升级、促销升级、质保升级。这一系列举动，堪

称目前车市凯迪拉克最实惠的购车举措。

SRX与66号公路的不解之缘

美国66号公路，从芝加哥密歇根湖起，贯穿

八个州，横跨三个时区，最终抵达圣莫妮卡海滩，

全长3940公里。它曾是串联美国东西岸的经济动

脉，同时也是一条充满故事、超越想象的路。

在66号公路沿线，亚利桑那州北部的沙漠

中，有一个直径1200米、深达173米的陨石坑，这

就是地球上第一个被人类确定的地外物体撞

击坑—————巴林杰陨石坑。因其特殊的地形地

貌，上世纪60年代，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

在此执行阿波罗计划宇航员的登月前训练，从

而为阿姆斯特朗成功迈出“全人类的一大步”

奠定基础。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是66号公路

的中点， 其郊外坐落着著名的凯迪拉克庄园。

1974年，三位来自“蚂蚁农场”的艺术家把十

辆经典款凯迪拉克矗立在麦田里，任由往来的

游客们喷涂作画。人们在里用不羁的灵感与色

彩，表达着对于66号公路的崇敬与感慨。这里，

已经成为66号公路自由精神的象征。

在66号公路，不止66个故事。它的开拓、自

由、不羁、奔放，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符号，被人

们所传颂。始于66号公路的凯迪拉克SRX纵横

开拓之旅，致力于对公路文化的探寻。同时，凯

迪拉克SRX也被深深烙上公路文化的印记，成

为每一位公路行者开拓之旅的最佳伴侣。

SRX� 66号公路版推出升级套件

SRX� 66号公路升级版套件包括极具辨识

度的66号公路风范徽标、车身两侧的贵宾级登

车踏板、车门底部的LED投射灯，同时在车头、

车尾处增加了更具锋尚感的飞翼饰条和底部

前后包围，不仅外观更显动感时尚，而且在行

驶中可减少空气阻力， 从而增加车身稳定性。

另外还有特别定制的注油口装饰盖，锋尚设计

与车身保持一致，令整体时尚动感得以自然延

续。作为运动型豪华SUV，SRX� 66号公路升级

版拥有强劲动力和领先的e-AWD智能全驱系

统， 在任何路况下都能操控自如。CUE移动互

联体验、Bose� Centerpoint环绕立体声音响系

统、Bose� ANC主动降噪静音系统以及第二代

ESS强化安全策略等多项创新科技， 则让凯迪

拉克SRX带来更多驾乘乐趣和舒适体验。

在四川快速发展的中致远集团

2013年6月， 隶属于云南中致远汽车集团

的成都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

注册资本一千万元，组成了一只四十余人的专

业团队，涵盖整车销售、零配件销售、售后服务

和信息咨询等全方位一体式服务。它成为成都

本土最年轻也是增速最快的凯迪拉克4S店，究

其原因，与其母公司的支持密不可分。

作为云南本土汽车企业里的一员， 中致

远集团在2003年至2009年期间，主力经营上海

大众及斯柯达、上海通用汽车旗下品牌；2009

年，中致远集团决意专注豪华车，并立志成为

中国西部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汽车经销集团。

同时，集团也对外提出了第一个5年计划：5年

内， 中致远集团要成为各大主机厂的合作伙

伴首选； 在中国西部要成为买车用车客户的

首选； 同时中致远集团还要成为包括高级人

才在内的员工首选。

布局四川 年底将达10家豪华店

2003年的上海大众4S店是中致远集团的

前身。到如今，11年的时间已经让它成长为一

家拥有40多家4S店的大经销商集团。今年，在

建的还有13家4S店，如果全部顺利完工，明年

此时， 专注于乘用车销售的中致远集团旗下

将突破50家4S店。为了要将公司打造成中国西

部最具影响力的高端汽车经销集团， 中致远

集团对于公司做出了如下规划： 豪华品牌及

通用事业部、 宝马及MINI事业以及大众及上

海大众、一汽大众事业部。其中前两个事业部

也成为中致远集团未来的发展核心。

中致远集团副总裁钟伟告诉记者， 如今

的中致远集团以销售豪华品牌为主力导向，

而在刚刚过去的3年中，中致远集团已经成为

数个豪华品牌在中国西部的主要战略合作伙

伴。钟伟分管除宝马和MINI、法拉利、玛莎拉

蒂、奥迪以外的所有豪车品牌，其中就包括凯

迪拉克、捷豹路虎、英菲尼迪。钟伟说，以上品

牌， 中致远集团对于包括四川市场在内的整

个西部都有强烈的诉求。今年底，中致远集团

将在四川市场拥有10家豪华品牌4S店，品牌覆

盖宝马、凯迪拉克、捷豹路虎等豪华品牌。

快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短短3年时间，中致远集团已经成为捷豹

路虎在中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也成了捷豹

路虎中国经销商委员会委员之一， 同时也是

华晨宝马和上海通用汽车凯迪拉克事业部在

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

究其竞争优势， 钟伟告诉记者：“中致远集

团有着长远而清晰的布局， 未来豪华品牌将

是集团的发展核心， 而它专注于对豪华品牌

的投入， 与各大豪华品牌主机厂建立的良好

沟通平台， 都让豪华车品牌所看到了足够的

合作诚意；其次，中致远集团目前8位核心高

管中，6位都是目前国内最具声望及资历的职

业经理人。”其集团总裁杨波之前则是上海通

用汽车雪佛兰品牌全国销售总监、 广汇汽车

集团常务副总裁， 而钟伟之前也来自于广汇

华北区域副总经理。除此之外，记者从其他渠

道了解到，中致远集团的飞速发展，还得益于

资本市场的运营， 强大的资金链更是让中致

远进军四川市场充满了信心。

（刘丽娜）

锋尚前飞翼

锋尚后飞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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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公路定制包围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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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开拓之旅”十城挑战赛即将拉开帷幕

特斯拉车主吕维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