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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降价不出意外，如果不是
之前车展维权，早就降了。”蔚来汽车
河南区负责人表示，特斯拉这波降价
对蔚来的影响并不是很大，“6月份我
们在河南销量上涨了140%，我们有
更多的换电站，更多的服务中心和牛
屋，这都是别人没有的优势。”

理想汽车河南负责人则表示，特
斯拉Model Y的降价不光对造车新
势力，对传统的燃油车也有会冲击，

但河南市场对新能源车的需求增长
很快，特斯拉的降价，反而会推动市
场再扩大，是个好事，“我们6月份增
长了60%，形势很好。”

即将于8月份推出新车ME5的
天际汽车，也正是看中了河南新能源
车市场的高增长，进入郑州，负责人杨
磊表示，这款车已经预售4000多台。

“这个价格可以买我们的ID.6 X
啊，续航多了100多公里，配置还更

好。”上汽大众河南安吉负责人说，特
斯拉价格越降，电动车的推广范围就
越大，对河南普及电动车是个好事。

国产车重心在于老用户，一旦产
品大幅度降价，对于此前以相对较高
价格买车的用户而言并不友好。特
斯拉则意在新市场，通过降价吸引新
客户，迅速开疆拓土，扭转特斯拉以
往的“高价”形象。至于最后谁的竞争
策略更胜一筹，还需更多时间去观察。

特斯拉Model Y降价7万多
车主和对手又爱又怕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祁驿 史歌 介明钢 文图

7 月 8 日，
特斯拉正式上线
Model Y 标准
续航版，与已经
在售的34.79万
元的长续航版本
相比，价格便宜
了7.19万元。

面对新一轮
的降价，河南的
特斯拉老车主自
嘲被“割韭菜”，
新车主表示欢
迎，竞争对手感
觉压力增加不
少。

7月9日下午，在特斯拉郑州熙地
港体验中心，记者看到，前来看车的
消费者并不是很多，但店员刘先生表
示，8日一天Model Y标准续航版的
全国订单就多出了3万多单，大部分
消费者对这个新版本还是很欢迎的。

刘先生介绍说，Model Y标准续
航版真正的变化在于其三电部分，

“以前是双电机，现在是一台永磁同

步单电机，百公里加速从原来的5.1
秒变成了5.6秒。”

除了单电机节省的成本以外，标
准续航版还采用了成本更低的宁德
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电池容量为
60kWh，工信部续航里程为 525 公
里。相比于长续航版594公里的续航
里程，少了69公里。

记者发现，Model Y后驱标续版

的27.6万元是补贴后售价，因为指导
价低于30万元，可以享受私人国补
1.584 万 元 ，其 实 补 贴 前 价 格 是
29.184万。

也就是说，消费者购车时，在
Model Y提供的车漆、内饰配色和轮
毂样式选装之间（每项8000元），最多
只能选一个，否则就将超过30万元，
无法得到补贴。

降价7.19万元，一天订单多三万

突然而来的降价，让特斯拉车主
徐先生感到之前买亏了，“6月底的时
候还在让我赶紧订老版本，告诉我没
有新的版本。”徐先生说，他的车还没
有拿到，新版本就降价了，这多少让
他觉得有点被“割韭菜”，他现在想换
成更便宜的新版本，“毕竟只是买来
市内代步的，续航少69公里对我没所
谓，便宜7万多更重要”。

也有车主觉得这样的降价并没
有什么问题，特斯拉车主王涛就表
示，Model Y后驱标续版是磷酸铁锂
电池，冬季性能衰减要比三元锂电池
版严重得多，“而且少了一个电机，又
不是同样的配置降价了。”王涛表示，
长续航版是双电机全轮驱动，标准续
航版是后轮驱动。这会导致二者在
性能和驾驶体验上有区别，因此这样

的价格他可以接受。
其实，这不是特斯拉Model Y第

一次降价，早在今年1月1日，特斯拉
在其中国官网正式上线国产Model
Y车型，长续航版和Performance高
性能版分别售价33.9万元和36.9万
元。这个价格，比它最初公布的48.8
万元、53.5万元的预售价，分别降了
14.81万元、16.5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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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好心家政保姆13783610628

寻亲公告

●我叫邓凯,现居河南省白沙象
湖南路71号雅居乐国际花园
九号楼,家母于2020年9月17
日在湖北省英山县捡到一女
婴(竹篮内裹穿一小红肚兜),
一直与我夫妇生活,至今已满
10个月,取名:邓黛君,现寻找其
亲生父母。电话15637153797,
逾期无人认领将依法安置。

信息窗口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公告

●巩义市金龙恒吉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
141018109226458X0)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向公司登记

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

资本由 1600万元减少至 3万
元,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

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司公告之日

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

债务或提出相应担保请求。

● 郑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张燕玲:本委受理申请人李文

峰与你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纠纷仲裁案[(2019)郑仲案

字第 0191号]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
019)郑仲裁字第 0191号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声明

●编号为 P411225325,姓名李
宣朗，出生日期为 2015年 09
月 28日 11时 06分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环球国际旅游有限公司
中电阳光门市部(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10302MA40QCMW
0F)、河南环球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甘肃路门市部(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0305MA45RM
9T0A)、河南环球国际旅游有
限公司孟津县麻屯营业部(注
册号410322000017359)已于
2021年5月28日、6月9日、6
月24日全部注销完毕。请债权
人自本声明发出之日起45日
内向负责人苏妞(电话:1823
8873132)申报债权；经营中的
预存款、团款、会员等经济纠
纷与总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张伟英于2021年2月护士执业
证遗失,号201241004417开封市

尉氏县庄头卫生院,声明作废。

●林宝玲购买洛阳市银河小区

9幢1单位201室购房收据丢

失。票号3000877,金额100000
元。票号4114962，金额100000
元。票号3000893,金额26130元。
票号4114971,金额26130元。
票号4114953,金额3260元。
声明作废。

●衡月月遗失沈阳师范大学劳

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本科毕业

证书,证书编号10166120170
5000412;学士学位证书,证书

编号1016642017000492;新
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

业证书,证书编号1016612019
02000728;硕士学位证书,证书

编号1016632019200728,特此

声明作废。

●梁国峰(身份证号 410311197
107251031，有效期限 2016.
01.20-2036.01.20)身份证原

件于2021年7月8日丢失,特此

声明此证件作废。

●李丙春,警号 022636警官证,有
效期至2023年6月13日遗失作废。

●本人：梁建昌（身份证号：41
0122198506280115），因保管

不慎遗失郑州迁善置业有限

公司收据，收据号：QS0006169，
姓名：梁建昌，房号：筑园 3-2-
401，金额：874375元，声明作

废，特此公告。

●郭龙辉遗失焦作工贸职业学

院市场营销专业毕业证书，

编号:143001201906000616，
声明作废。

●编号O411205581,姓名:王美

琪,性别:女,出生日期为 2014
年 10月 29日 00时 05分的《出

生医学证明》丢失，声明作废。

●张少雷遗失洛阳建业凯旋

广场负一楼战地风云质量保

证金 10000元，收据号 0954
597；履约保证金 5000元，

收据号 0954522，声明作废。

●本人(李克宏)不慎遗失,郑州

豪森利尔商贸有限公司开具

票据号为 0000000000004354,
金额 2500元的电费押金收据,
现声明以上收据原件作废,不
作为退押金依据。

换装宁德时代国产电池，才是降价真正的“王炸”

A 特斯拉

老车主觉得订亏了，新车主感到实惠B 消费者

河南市场增速快，不怕特斯拉C竞争对手特斯拉降价后看车的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