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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车键

据最新的数据显示，东风
启辰2017年12月终端销售22,
266辆，环比增长52.3%，同比增
长 61.8%，创历史单月新高。
2017 全年终端销售累计 143,
031 辆，同比增长 22.7%，刷新
启辰品牌年度销量历史纪录。
其中，更可喜的是，全新启辰
D60 在 12 月 份 批 发 销 售 为
10010 辆，上市第二个月便已
破万。

凭借在产品、研发、制造、
营销、服务等全价值链的全面
发力，东风启辰的付出获得了
中国汽车行业权威机构和主流
媒体的一致认可。在有“中国
车坛奥斯卡”之称的“2017第十
四届中国年度汽车总评榜”中，
启辰品牌和全新启辰D60赢得
最有分量的两项大奖：“年度新
锐汽车品牌”和“年度中级车”，
成唯一斩获本届总评榜两项大
奖的车企。

在中国汽车消费最大的细
分市场上，轿车仍然是各车企
持续争夺的红海。然而，东风
启辰认为，没有不敢进的细分
市场，只有未被满足的消费者
需求。作为东风启辰 LOGO 焕
新后的首款高品质智联轿车，
全新启辰D60于11月2日上市
以来，凭借“高端智联科技、宽

大舒适空间、上乘颜值造型、更
好合资品质”等诸多亮点，获得
消费者的持续广泛关注，上市
即脱销，并创造零库存奇迹。
全新启辰D60在12月终端销售
8856辆，其中，车联网级别销量
占比高达95%，持续引领“新轿
车主义”时代的进化风潮。

作为东风启辰旗下高品质
智联SUV，以“可信赖、有讲究、
更懂你”的价值标准而定义的
全新启辰 T70，2017 年 12 月 7
日上市便受市场追捧。上市不
到 1 个月，全新启辰 T70 终端
销售5,475辆，车联网级别销量
占比高达 82%，市场表现依旧

“坚挺”，订单数每日剧增，继
续担纲东风启辰销量的“主力
军”。同时，为缓解供不应求的
局面，东风启辰正加班扩大生
产。而启辰 T90 依旧扮演“优
等生”角色，市场表现稳步提
升，启辰T90的12月终端销售
5245 辆，环比增长 29.4%，创单
月历史新高。

青年报 程元辉

国内各大汽车厂商2017年
销量数据纷纷出炉。上汽大众
全年实现销量2063077辆，问鼎
国内乘用车市场销量榜首，其中
大众品牌累计销售1730068辆，
同比增长近 6 万辆，创历史新
高，并继续保持单一品牌年度销
量冠军。

轿车、SUV同步发力
开启品牌向上

2017年，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聚焦产品布局，SUV战略初见
成效，由途观丝绸之路版、全新
途观L与途昂组成的大众品牌
SUV家族表现亮眼，重塑市场格
局。中型 SUV 全新途观 L 上市
一年势头强劲，与途观丝绸之
路版“双剑合璧”，实现年销量
332402台，同比增长37.27%，牢
牢占据国内合资SUV销量榜首
位置。

2017年，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众多战略车型焕新上市，开
启了品牌向上之年。旗舰SUV
途昂自2011年3月上市以来，
累计销售 76050 辆，11 月、12
月销量连续破万，稳居大型SUV
市场销量冠军；C级豪华旗舰辉
昂焕新升级，市场表现渐入佳
境，月销量站稳3000辆大关，携
手途昂助力品牌形象的不断提
升；帕萨特作为国内中高级车

市场累计销量第一的标杆车
型，一直保持稳健表现，上市
18 年来已累计销售超 240 万
辆，为大众品牌不断向上建立
了良好的口碑基础。

其他各主力畅销车型也同
样表现出色，Polo家族全年实现
累计销量174512辆，豪取合资
A0级两厢车市场年度销量9连
冠，备受年轻消费者青睐。面
对A级车市的激烈竞争，Lavida
家族领衔，全年销售512663辆，
创造破 5.9 万辆的单月销量纪
录，蝉联国内轿车市场年度销
量桂冠。焕新升级的桑塔纳家
族全年销售近29万辆，上市至
今，收获540万车主的信赖，成
为国内累计销量最大的轿车车
型。高性能轿车凌渡继续保持
热销，满足消费者对“颜值”和

“实力”的双重追求，引领高端A

级车市场潮流风尚。

品质服务受市场认可
2017年，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在品质与服务方面同样表现
优异，受到业内及消费者的认
可。售后服务品牌“Techcare匠
心挚诚”再度升级，开启用户“智
慧化”管理爱车养护新时代。在
年度中国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
测评（CACSI）中，上汽大众大众
品牌摘得合资品牌售后服务满
意度桂冠，旗下5款车型Polo、
新桑塔纳、朗逸、凌渡、全新途观
L分列各自细分市场用户满意
度第一。

2018年，上汽大众大众品
牌将继续优化产品结构并加速
产品焕新升级，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为广大消费者带来更为丰富
与优质的用车体验。

青年报 孙臣

2018年是一汽红旗成立的
第六十年，它见证了中国汽车工
业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发展道
路。在六十载的岁月，红旗品牌
车的大部分曝光应该是在国庆阅
兵等庆典上，红旗汽车更多像中
国汽车工业滚滚发展中的看客。

痛定思痛，徐留平治下的一
汽集团极欲渴望做大红旗，这是
几代人的梦想，更是一汽的痛点
与精神“负担”。一汽旗下的品
牌除了合资企业之外，很少有独
立生存能力，红旗不列外，一汽
人需要证明自己中国工业版图
上的地位。

1月8日，一汽在北京发布
红旗品牌的未来发展战略，包括
红旗汽车未来的造型理念、新的
产品序列，这看似一盘宏大的布
局却饱受媒体的争议，一汽能否
干成这事，即使到场的部分一汽
人那并不那么自信。

难懂：新品牌理念
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在发

布会上激动的表示：“红旗经历过
彷徨与迷茫，但是我们没有放
弃，我们始终肩负着历史赋予的
强大中国汽车产业的重任。如
今，我们塑造了新红旗的品牌理
念是‘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
品牌目标是成为‘中国第一、世
界著名’的‘新高尚品牌’。”

那么就有媒体人问，什么是
中国式新高尚精致主义？什么

是新高尚品牌？看起来绕口又
难以理解的口号对于文字工作
者都是晦涩难懂，更何况对于普
通消费者。

徐留平的原话慷慨激昂。
国人心目中都会有一个强大的
汽车工业梦，但回归现实，却没
有多少消费者愿意为红旗汽车
买单，承担历史使命，又有着旗
帜地位的红旗汽车很难“飞入寻
常百姓家”。

新红旗发布了新的设计理
念，以“尚·致·意”为核心理念融
入更多的中国元素，还要有红旗
精神。尽管这样文字看起来应
该符合红旗汽车未来车主人群，
似乎一辆汽车上很难去表达这
些东西。

目前红旗的处境十分尴尬，
难讲进步与成功。2017 年 9月
底上市的全新红旗H7，作为红旗
里唯一一款有望走量的车型，10
月份销量仅有102台，11月份销
量也不过912台，两个月销量才
过千台，这与当初想较劲BBA的
目标大相径庭。

大棋：重蹈旧梦？
根据规划，全新品牌战略的

引导下，新红旗家族矩阵将分为
四大系列，L系、S系、H系以及Q
系。分别代表红旗至尊车、红旗
跑车、红旗主流车和商务车四大
系列产品。

很多到场的媒体会后反映，
徐留平又给红旗划好了一个美
丽的蓝图，但想做的事情有些

多，一汽是否有研发、人才等实
力去实现。如果不能实现，那也
是旧梦重现。

不到十年的上一个红旗战
略时代，一汽启用全新布局，为
打造红旗精品投入了最优良的
资源，计划建成独立的红旗生产
项目团队，达到一千六百多人
（实际人数不足十分之一）。项
目启动以来累计投入产品研发
费用52亿元，开发了H、L两大系
列红旗整车产品，形成了可覆盖
C、D、E级高级轿车的发展基础。

这就是上红旗战略要完成
的目标，延续到现在也只有一台
月销几百辆的H7，还有一台价格
堪比劳斯莱斯的L5，这一战略已
经证明失败！

本次发布的新战略比以前
的更宏伟了，2020 年 10 万辆、
2025年30万辆以及2035年50万
辆的年销售目标，不知道一汽的
底气在哪里？

空洞：技术难题如何破局
一直强调高端与性能，德国

三家豪华汽车品牌在汽车工业
中的技术沉淀不言而喻，对于新
技术的研发更是不遗余力。

红旗则缺少了太多的技术
支撑了。上汽收购MG十年中，英
国人一直呼唤性能MG的回归，上
汽直到与通用汽车成功开发新
一代动力总成，这才有底气打造
运动性能的MG汽车。

一汽在多年的合资经验下，

自主发展能力仍然欠缺，无论是
从奥迪还是丰田，都没有做到技
术的原始累计，无论是从一汽奔
腾还是一汽红旗来看，远远没有
上汽和广汽那样的创新与魄力。

本次一汽要构建“一部四院”
研发体系作技术支撑，还要在

“三国五地”作全球研发，如果这
些能得到落实，人才能够就位，
至少从技术角度来说是进步了！

这次红旗新战略中提出将
推出首款纯电动，到2020年推出
续航里程达600km的FME平台系
列的电动车。其实，一汽没有必
要保守残缺，既然自主传统动力
总成无法追上传统企业，从零开
始专心做新能源汽车中的豪华
车也是一条道路。

红旗新战略能否铺就重生之路？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
蝉联2017年度单一品牌销量冠军 东风启辰2017年

销量同比增长2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