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五五购车节”期间，雪

佛兰品牌包括雪佛兰开拓者、 新探

界者、全新迈锐宝 XL、雪佛兰畅巡

等在内的主力车型积极参与， 全面

满足消费者的购车需求。 与“全明

星”产品阵容相匹配的是一系列重

磅好礼。

整个五月份，全国范围内的用

户购买雪佛兰指定车型，均可享受

“首付 55 元”及“日供 55 元”等

多套超值金融方案以及 55 元换购

健康大礼包的特别礼遇。 此外，上

海地区的消费者还可享包括金融

礼、置换礼、保险礼、售后礼以及购

车礼等在内的叠加优惠政策，购买

雪佛兰畅巡更可额外获赠充电桩

或 4000 元现金充电补贴， 这些暖

心的福利，让消费者购车更加轻松

无压力。

在此基础上， 购买雪佛兰产品

的消费者还可享受上汽通用汽车提

供的动力总成 8 年 16 万公里超长

质保、每年 100G 的“OnStar 安吉

星 4G 车联应用终身免费流量”双

重大礼，彻底享受安心无忧的购车、

用车体验。

除了这些福利之外， 雪佛兰还

将借助上汽通用汽车搭建的线上线

下联动多维体验平台， 携多款车型

助阵主会场和分会场。 在上海展览

中心主会场， 雪佛兰联手全球知名

的 户 外 用 品 制 造 商 史 丹 利

（STANLEY）打造了 SUV 户外生

活模式展示区，开展户外新玩法，向

广大消费者的粉丝展现雪佛兰车型

的硬核实力。同时，雪佛兰还在展示

区中融入迪士尼元素，开设盲盒机、

精品柜台和车模集市等互动环节，

打卡趣味多多。

在长宁分会场， 雪佛兰特别打

造了实景化道路试驾体验， 让消费

者可以在现场试乘试驾雪佛兰品

牌多款 SUV 车型，深度体验坑洼、

涉水、倾斜、砂石等特殊的越野路

况，并亲身感受雪佛兰产品的优异

品质。

此外，雪佛兰还将通过直播、电

视购物和经销商店头活动， 联动线

上线下， 打造一场万众瞩目的购车

嘉年华。

当前，雪佛兰已经组建了“高

性能”和“全功能”双元产品阵容，

新能源车系也在不断发力， 让消费

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到雪佛兰新产

品、新技术带来的体验提升。

借助此次购物热潮， 雪佛兰为

旗下多款车型设置了多重优惠好

礼，为消费者提供了更省钱、省心、

省事的购车方案， 让消费者轻松实

现有车一族的梦想。 连同精彩连连

的主题活动、互动项目等，全方位打

造了热闹红火的品牌嘉年华。

可以说，今年“五五购物节”期

间，雪佛兰以超实惠、超品质以及超

省钱的购车礼遇， 满足消费者的个

性化、多元化购车需求，并促进市场

潜力进一步释放， 从而推动品牌价

值的持续深化。 (于大卫)

雪佛兰重磅巨惠助力
“五五购物节”，引爆新一轮购车热潮

随着“五一”小长假来临，一场大规模购物狂欢———“五五购物节”在魔都打响。 本次活动期间，上

汽通用汽车雪佛兰品牌携多款主力车型强势助阵，并推出多重购车福利权益回馈广大消费者，同时打

通线上线下的渠道，让消费者和粉丝们尽情享受一场精彩纷呈的购车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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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谢

晨报讯 24 小时累计消费金额

173 亿元， 给五五购物节 “打

call”！

5 月 1 日晚，由国家商务部、上

海市人民政府等共同主办的 2021

年全国消费促进月暨上海“五五购

物节”启动仪式在上海展览中心中

央大厅举行。 根据中国银联联合支

付宝、 微信支付提供的上海地区消

费支付实时金额， 从 5 月 1 日晚 8

点到 10点，2 小时内申城累计消费

支付金额突破 20 亿元。 而在去年

首届五五购物节， 突破 20 亿元则

用了 2小时 57分钟。

记者昨晚从市商务委获悉，从

5 月 1 日晚 8 点到 5 月 2 日 18 点

14分，累计消费支付金额突破去年

启动仪式后 24 小时的 156 亿元，

提前了 1 小时 46 分钟。 至 5 月 2

日晚 8 点，24 小时累计消费金额达

到 173 亿元， 同时段同比增长了

11%。

24小时消费 173亿
较去年五五购物节同时段消费支付金

额同比增长 11%

记者 李晓明

晨报讯 “五一”假日第二天，

“乐嗨上海” 品牌文旅活动持续展

开，为市民游客提供了线上线下多

维度的文旅体验和高品质的专业服

务。 同时，上海市区两级文旅部门

共检查 113 家文旅场所，未发现重

大疫情防控漏洞。

“五一”假期，位于市中心的

“演艺大世界”各剧场、各演艺新空

间在 5 天内连续上演精彩演出 77

部， 共计 202 场， 平均每天约 40

场，给观众们带来了精彩多样的观

剧体验。 其中，既有致敬中国共产

党建党百年的 “永远跟党走”—

2021 上海城市草坪音乐会 “春之

声”活动，也有以传承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为主线、融合现代元素

的首届豫园戏剧节。 东方明珠广播

电视塔举行的“盒马集市游园会”，

主打美食消费，为市民游客带来舌

尖上的美味体验。

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管

理方面， 各文旅场所继续严格落实

预约、测温、验码等防控措施，全面

做好集会类活动的疫情防控。 各部

门重点加强消防、 食品卫生等安全

生产监督巡查。各 A级景区重点加

强大客流管理，严密监测客流情况，

及时做好客流疏导，确保运行有序。

昨日，市文旅局分管领导带队，

重点检查了浦江游览等重要景区景

点的疫情防控与安全生产情况，市

区两级文旅部门共检查 113 家文

旅场所， 出动检查人员 167 人次，

发现整改问题 45 个。 当日未发生

重大文化旅游突发事件， 各场所未

发现重大疫情防控漏洞。

本市两级文化执法机构共受理

举报 0 件，开展执法检查 29 次，出

动执法人员 96 人（次），检查各类

经营场所 136 家（次），巡查互联

网网站 11个。

记者 钟晖

晨报讯 “五一”假期开启，

沪上各大旅游景点的大客流显现。

据轨交 16 号线野生动物园站披

露，昨天上午 7 点不到，就有大批

游客“驾到”。 由于车站到动物园

还有一段距离，南汇公交为缓解大

客流造成的拥堵，特意安排增开短

驳公交车 10 辆，往返于地铁站与

野生动物园之间。

上午 8 点，记者来到 16 号线

野生动物园站。只见车站内已经格

外热闹，乘客布满站厅，其中多是

大人小孩举家出行。车站方面特意

为有婴儿车、轮椅车、携带大件行

李的乘客开辟了便于通行的大闸

机， 使他们与其他乘客分流而行，

加快了通行速度。 在车站和进出

口，工作人员举着写有“前往野生

动物园的乘客，前往 2号口乘坐惠

南 6路公交车” 的“手提式引导

牌”，让人一目了然 。

为缓解大客流造成的拥堵，南

汇公交部门也有特别计划，增加短

驳公交车 10 辆，往返于地铁站与

野生动物园之间。管理人员和党团

员志愿者放弃休息，在站点维持秩

序。“我们在 5月 1日至 5月 3日

期间安排短驳车 10 辆，而在 5 月

4 日、5 月 5 日， 将安排短驳车 5

辆，最大程度满足市民出行。 ”车

队负责人介绍说。

小长假第二日市民尽享假日欢乐， 各景区加强管理确保运行有序

113家文旅场所无重大疫情防控漏洞
野生动物园迎来大客流 地铁公交志愿者温情“护驾”

公交车前志愿者为乘客“护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