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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于诗婕

2017年底，奇瑞捷豹路虎再
推“品智”之作——越级豪华运
动轿车全新捷豹XEL。拥有英伦
皇室血统的全新捷豹XEL上市，
进一步完善了奇瑞捷豹路虎在
中国豪华汽车市场的布局。

作为一款为中国年轻消费
群体打造的车型，全新捷豹XEL
在豪华、运动和科技方面实现同
级全方位越级体验，也令奇瑞捷
豹路虎有了全面叫板ABB的实力
和底气。在短短5年间，奇瑞捷
豹路虎开始享受“品智制造”带
来车型成功和销量大幅攀升带
来的喜悦硕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奇瑞
捷豹路虎站在前五年坚实的基
础上，未来五年以“品智制造”的
经营理念将为企业发展提供无
限动力。

捷豹XEL：全方位越级
全新捷豹XEL的定位“越级

豪华运动轿车”,越级显然针对的
是竞争对手，这个细分市场中高
手如林，主要包括 ABB 的宝马 3
系、奥迪A4、奔驰C-class以及凯
迪拉克ATS-L。全新捷豹XEL国
产之后全方位升级，全方位有着

叫板ABB的实力。
全新捷豹XEL具有三大越级

特点：豪华越级、运动越级、科技
越级。2935毫米超长轴距傲视
同级，温莎真皮座椅、全景天窗、
Meridian音响系统等营造优雅奢
华的驾乘氛围；新车入门即搭载
Ingenium2.0升四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匹配同级唯一的智能全铝
车身架构及跑车级底盘；搭载
12.3 英寸 TFT 多功能液晶仪表
盘、10.2英寸触摸屏、InControl
智能驭领信息娱乐系统及多项主
动安全科技，尽享便捷与安全。

数据对比更能体现全新捷
豹XEL的“越级豪华”。以同级豪
华车的入门级车型为准，全新捷
豹XEL轴距2935毫米，宝马3系
2810毫米，奥迪A4L轴距2908毫
米，奔驰C级2840毫米，凯迪拉
克ATS-L 2860毫米。显而易见，
捷豹XEL超长轴距傲视同级。同
级唯一的智能全铝车身让车在
轻量化的同时，车身强度更高。

10.2英寸触摸屏比奥迪A4L
的7英寸中控屏大很多，13.2英
寸TFT多功能液晶仪表盘让捷豹
XEL 科技感十足。4G Wi-Fi 热
点功能可同时为八个设备提供
网络连接，时刻与世界互联。捷
豹XEL全系标配方向盘换档，宝

马3系的部分车型无法做到这一
点。捷豹XEL入门级即搭载In-
genium2.0升四缸涡轮增压发动
机，宝马 3 系入门 1.5T，奥迪
A4L 1.4T，入门级的动力也实现
越级。

“品智”工厂：智能制造
深耕本土化，同步全球质量

标准是奇瑞捷豹路虎一贯践行
的标准。作为捷豹路虎首个英
国本土以外的整车制造基地，奇
瑞捷豹路虎常熟制造基地拥有
先进完善的制造体系和全球统
一的品控标准。

奇瑞捷豹路虎“品智”工厂
的智能制造体系为全新XEL的诞
生注入先进“智慧”。作为国内
率先落地工业互联网的生产基
地，奇瑞捷豹路虎“品智”工厂创
建了一套全球领先的IT解决方
案，不仅能实现发动机加工与装
配全程可追溯，确保每个制造环
节都在工艺标准之上；还能通过
先进的仿真技术，以虚拟制造的
方式提前对各个制造环节进行
仿真评估和可行性验证，真正达
成精准、高效、柔性的整车智能
制造。

为了满足中国消费者多样
化的用车需求，全新捷豹XEL和

奇瑞捷豹路虎旗下其他车型一
样，会根据客户的个性化定制排
产。用户订单生成BOM排产单后
在生产过程中采用一车一单，以
定制化的方式充分、精准满足豪
华汽车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每一辆全新捷豹 XEL 的诞
生，都需经过层层严苛的质量把
关。常熟工厂率先实行工业互
联，达成全产品生命周期的可追
溯，确保每个制造环节都在工艺
标准之上。位于常熟工厂中心
位置的质量中心，是制造基地整
体质量把控的核心，质量中心拥
有行业领先的系统和流程，以确
保最高水平的生产和质量控制，
包括三坐标系统、振动台、环境
仓，以及业界领先的气密性测试
标准等。

坚实基础：未来五年不可限量
过去五年，奇瑞捷豹路虎一

方面通过快速产品导入实现了
中国市场消费者的认可，一方面
在工业制造方面通过本土化生
产和研发，实现了扎实的“品智”
制造，这意味着奇瑞捷豹路虎已
经拥有坚实的发展基础。

18个月推出3款车型，35个
月15万辆整车下线。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5年间奇瑞捷豹路虎

用自己的速度书写奇迹。到
2017年年底，奇瑞捷豹路虎已发
布四款新车，继续保持了卓越的
企业运营,取得出色的市场表现，
12月销量达到10269台，同比增
长25.5% ，2017年总销量83888
台，同比增长35.2%，占捷豹路虎
在华总销量近六成。据悉，今年
奇瑞捷豹路虎推出捷豹E-PACE，
兑现企业对中国市场三年五款
车型的承诺。至2020年，奇瑞捷
豹路虎计划每年至少推出一款
新产品，以满足豪华汽车消费市
场不断细分和升级的用车需求。

作为后来者，奇瑞捷豹路虎
与 ABB 竞争的背后有不俗的实
力支撑。五年来，企业持续缔
造业内新速度，实现健康高速
发展，已成长为拥有完整产业
链的高端汽车合资企业。在如
此短的时间内，奇瑞捷豹路虎
完成了发动机国产化，而一般
豪华车企实现发动机国产化需
要5-10年，奇瑞捷豹路虎的速
度不可小觑。

过去五年中，捷豹和路虎双
品牌顺利国产化，供应链建设从
无到优。如今，奇瑞捷豹路虎站
在新的起点上展望未来，将持续
深化本土化战略，落实品智制
造，推动“中国制造2025”进程。

青年报 孙臣

直到2017年12月，奥迪、宝
马、奔驰德系三强谁将夺冠始终
是未知数。不过随着2017年划
上句号，答案也最终揭晓。1月5
日，一汽-大众奥迪官方宣布：
2017年，奥迪(含进口车)在华共
销售整车 59.5 万辆，同比增长
1.05%，再创历史新高，夺得中国
豪华车市场单一品牌销量冠军。

最后的逆袭
奥迪的最终胜出颇为“惊

险”，靠2017年最后一个月销量
最终逆袭成功。官方数据显示，
奥 迪 在 2017 年 12 月 共 销 售
68948辆，同比增34.4%，环比增
长23.1%。接近7万辆的销售业
绩，再次刷新奥迪在华单月销售
记录。

从 2017 年前 11 月的销量
看，奥迪一直落后于奔驰、宝马，

处于追赶者的位置。公开数据
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奔驰累
计销售56万辆，同比增长26%；宝
马累计销售54.2万辆，同比增长
14.7%；奥迪累计销售52.9万辆，
同比微弱下滑2.1%。

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奥迪
再次夺冠，得益于旗下全系产品
的共同发力。奥迪A3、A6L、Q5均
夺得所在中国细分市场的销量
桂冠。其中，A6L 累计销量为
14.2万辆；A4L在换代三年后，全
年销量达 11.4 万辆，同比上涨
16%；即将在明年全新换代的奥
迪Q5则凭借12.4万辆的全年销
量，继续领跑豪华B级 SUV细分
市场。

此外，奥迪A3和 Q3今年累
计销量约为16.7万辆，占奥迪在
中国市场整体销量的28%。全新
奥迪 A5 和奥迪 Q7 同样表现不
俗，两款车型全年同比增长分别
为21%和20%。

虽然以往奥迪在华销量夺
冠，都是和宝马含MINI品牌的销
量，奔驰包含smart的销量相比，
2017年夺冠只进行单一品牌的
对比，但对于奥迪而言，第30次
卫冕中国豪华车市场冠军颇为
不易。

奔驰、宝马紧随其后
由于目前只是奥迪单方宣

布夺冠，奔驰宝马尚未公布2017
年的官方销量数据，剧情是否会
出现反转，尚未可知。但不管怎
样，对于奥迪而言，在中国豪华
车市场由遥遥领先到在竞争对
手出现在后视镜中再到当下对
手步步紧逼，奥迪由领先优势明
显到很有可能被超越的转换，则
是不争的事实。

公开数据显示，在2015年，
奥迪全年销售57.09万辆，比当
年的第二名宝马多了 10.72 万
辆，比第三名奔驰多了19.75万

辆。到了 2016 年，奥迪全年销
售59.16万辆，虽然仍排名第一，
但与宝马的销量差距缩小至
7.52 万 辆 ，与 奔 驰 的 差 距 为
11.88 万辆。从 2017 年的销量
看，艰难获胜的奥迪很难再与另
外两大竞争对手拉开数万辆的
差距。

在销量差距缩小至万辆左
右，几乎处于同一水平线的情况
下，2018年，德系三强的市场竞
争将更加激烈，ABB的座次排名

依然会是行业热点。
为了打好2018年“冠军保卫

战”，奥迪将展开强大的新产品
攻势。据悉，今年奥迪将推出16
款车型，其中包括全新一代奥迪
A8L、全新奥迪Q5L、全新国产车
型 奥 迪 Q2L，以 及 奥 迪 RS 3
Sportback、奥迪 RS 4 Avant、奥
迪RS 5 Coupé等奥迪Sport家
族高性能车型。同时，奥迪品牌
旗舰级全尺寸 SUV 全新奥迪 Q8
也将在中国进行全球首发。

全新捷豹XEL实力越级
奇瑞捷豹路虎以“品智制造”再续企业发展动力

奥迪第30次夺豪华车年销量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