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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统计局宁波调查队对
来自宁波各个区县（市）的556户家庭
开展了新能源汽车消费意向调研。结
果显示，宁波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购
车意向较强，市场潜力较大，但还存在
充电桩、停车位建设和充电便利等方
面问题，需引起关注。

目前，我市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
面已取得不错成效。今年以来，全市
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是呈现出强劲的增
长势头。记者从市车管所了解到，今
年 1月至 4月，宁波地区的新能源小
车上牌量为9739辆，新能源大车上牌
量为 109辆，与过去两年同期相比实
现大幅度增长。

宁波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度增长
“五一”期间部分4S店人气堪比景点
宁波新能源汽车销量大幅度增长
“五一”期间部分4S店人气堪比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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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完成
1400余万元理赔案
农银人寿受理挂牌以来
最大金额理赔案例

1400余万元理赔，从接到家属申请
到完成赔付仅用时一周。近日，农银人寿
完成了一笔千万级理赔，该笔赔付也是农
银人寿挂牌以来受理金额最大的一笔理
赔案例。

2017年，客户王先生通过农行渠道
投保“农银稳得福B款”养老年金保险和

“农银爱相随”年金保险。2021年3月29
日，王先生不幸意外身故。接到报案后，
农银人寿立即开通理赔绿色通道，主动安
排理赔人员联系客户家属，指导并协助收
集理赔资料，仅用时一周，即完成该案全
部理赔流程，并向客户家属支付理赔款
14406267.96元。

2020年度农银人寿宁波分公司共处
理理赔案件838件，涉及金额905.38万
元。当年4月30日，客户L先生被确诊
为甲状腺恶性肿瘤，5月11日他向宁波
分公司报案，5月12日正式提出理赔申
请，农银人寿宁波分公司在客户提出理赔
申请的当天完成案件审批，并支付重大疾
病保险金45万元整。

记者 周雁 通讯员 朱碧婧

近期，一种“办税书签”在西店镇纳税
人中悄然走红，这是国家税务总局宁海县
税务局西店税务所制作的可携带式“办税
指南”，涵盖小规模纳税人纳税申报、发票
申领、发票下载、票种核定、完税证明开具
等7项业务，通过7种不同颜色卡片印
制，方便纳税人按需领取。同时，“办税书
签”还加入征期提醒、纳税服务热线、账号
密码备忘录等小设计，广受纳税人好评。

通讯员 邬寒丹

七色“办税书签”
走红宁海西店纳税人圈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
国不少地方都迎来了新能源汽车
销售高潮，宁波也不例外。记者
在走访各品牌4S店的过程中得
知，“五一”期间，宁波部分销售新
能源汽车的4S店热闹堪比景点，
到店看车、买车的顾客络绎不绝，
把4S店的日均订单量推向了新
高。

北仑区一家五菱4S店负责
人范经理告诉记者，5月1日至5
日，仅宏光MINIEV这款车他们
就卖出了120多台，目前该店的宏
光MINIEV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仅仅5月1日、2日两天，我
们 店 就 下 了 60 多 个 宏 光
MINIEV的订单，要不是行业处
于缺芯状态影响了提车速度，估
计还会有更多的订单。”范经理对

记者说，如今他们店已然成了网
红 打 卡 点 ，其 中 来 看 宏 光
MINIEV这款网红电动车的顾
客占了很大部分，尤其是节假日
更加火爆。

五菱有网红神车吸引顾客，
比亚迪则凭借在新能源领域的深
厚积累取得了混动和纯电动汽车
的持续热销。“目前，我们店新能
源汽车的销量占比已经达到了
70%，而去年同期这个数字是
40%。”比亚迪宁波慈鑫店的一位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该店纯
电动汽车的销量占比也已经攀升
到了30%左右，基本与燃油车的
销量占比持平。

宁波地区特斯拉的销量情况
又如何？对此，记者联系到了特
斯拉浙江品牌公关，得到的回答

是：销量不错。据介绍，去年下半
年以来，宁波特斯拉门店的销量
一直保持强势增长，在宁波新能
源汽车上牌数据中，特斯拉占比
约两成。

“2020年第四季度，随着特
斯拉第二家门店东部银泰体验店
的开设，以及消费者对Model 3
畅销车型的喜爱，我们的销量迎
来了更大增长。今年第一季度，
随着新款Model 3和Model Y
上市，销量整体迎来大幅增长。”
特斯拉相关人士说。

此外，记者还走访了蔚来、
小鹏等新能源品牌的线下体验
店，了解到的情况均是销量不
错，由于智能化程度较高，这些
国产新势力品牌尤其受到年轻
人的青睐。

采访中，多家4S店的负责人
向记者表示，这两年来，他们对消
费者的观念变化感受特别明显。

“以前看新能源车的人还比较
少，这两年多了很多。以前看了可
能也不会买，现在看了有很大概率
是会买的。”比亚迪宁波慈鑫店的
工作人员说，政策的支持、媒体的
宣传、基础设施的改善等，都是促
使消费者转变观念的重要原因。

在海曙区的一家蔚来体验
店，一位前来看车的消费者向记
者道出了自己想买新能源汽车的
几个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比较智
能，现在不少纯电动车都配备了
智能驾驶功能，这一点很吸引
我。另外是节能环保，少买一辆
燃油车就能少排放一些尾气，也
是履行社会责任。还有就是政策
优惠，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好像都

是免购置税的。当然，用车成本
也是我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提到用车成本，五菱4S店的
范经理又重点推荐起了他们的网
红神车五菱宏光MINIEV。“这款
车的使用成本可以低到每公里6
分钱，是某些燃油车的十分之一。
而且它充电很方便，只要有家用
插座就行。还容易停车……”

见习记者 吴正彬 文/摄

看的人多，买的也就多了

有4S店成了网红打卡点

五菱宏光五菱宏光MINIEVMINIE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