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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A在华销量增幅
何以超过两位数

刘葳漪

通常， 汽车行业把豪华车市德系
三强称为BBA（奔驰、宝马、奥迪）。几天
前，奔驰、宝马、奥迪分别发布最新销量
数据，刚刚过去的11月，三家车企在中
国市场销量同比增幅均超过两位数。

奔驰发布数据显示， 今年11月全
球销量约20.9万辆，同比增长5.3%；其
中，中国市场销量约5.8万辆，同比增
长11%， 创下奔驰在华历年11月销量
纪录。

毕竟，今年是奔驰产品大年，接连
推出多款新车， 尤其是SUV产品几乎
全线更新。2009-2019年，11年间， 由A
级、B级、GLA级等车型组成的“新生
代”家族，奔驰在华累计销量超过60万
辆。11月，奔驰推出全新GLB，为2019
年提振销量又增加一份筹码。 今年以
来，奔驰C级车、E级车、S级车以及GLE�
SUV等主力车型销售态势良好，在9月
就实现两位数同比增幅。今年，奔驰轿
车家族表现尤为突出，奔驰E级和奔驰
S级车都创下过在华销量月度新高。

宝马发布数据显示，11月宝马集
团全球销量约22.6万辆， 同比增长
1.4%；中国市场当月销量约6.8万辆，同
比增长12.1%。

无独有偶， 今年也是宝马产品大
年， 除全新X5、X7和改款7系， 今年6

月， 销售主力宝马3系也完成换代。今
年上半年， 宝马销量增长主要由宝马
X3车型贡献， 与此同时，X1车型也占
据豪华品牌紧凑型SUV市场销量冠军
位置。今年前10个月，合资品牌插混车
型交付呈现出比较大差异， 华晨宝马
530Le却作为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市
场最成功的合资新能源车， 牢牢占据
交付排行榜首位。今年前9个月，新5系
车型累积销量为12.47万辆， 同比增长
57%，3系和5系携手， 影响了豪华品牌
轿车市场格局。

奥迪发布数据显示，11月全球销
量约16.3万辆，同比增长23.1%；中国市
场销量为67402辆，同比增长16.8%；今
年前11个月累计销量为61.85万辆，同
比增长3.5％。

今年上半年以来，奥迪A4L和奥迪
A3通过终端优惠在市场稳住领先位
置，与奥迪A6L一起将奥迪销量优势扩
大。奥迪Q2Le-tron和奥迪e-tron两款
电动车的新车优势延续至今。此外，奥
迪进口车型销量也值得关注。 今年6
月，Q7车型销量为2413辆， 同比增长
85.4%；奥迪Sport高性能车型销量环比
增长为116%。 奥迪进口豪华车和运动
车型在市场中的较好反响从上半年持
续至下半年。

迈迈开售遇冷 失色的赛麟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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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B入市 奔驰错位竞争抢份额
面对国内车市豪华车型增量空间，各

豪华品牌开始放弃固有产品线布局，通过

推出更加细分的产品，抢占更多市场份

额。梅赛德斯-奔驰近日推出紧凑级SUV

车型GLB，定位在奔驰GLA和GLC两款车

型之间，将紧凑级车型再细分，在合力突

围国内豪华SUV市场的同时，与华晨宝马

X1、一汽-大众奥迪Q3争抢份额。

本次上市的奔驰GLB车型，先期推出

三款GLB200（1.3T高功率发动机）车型，

分为5座版和7座版，官方指导价为31.48

万-35.48万元。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杨铭表

示：“随着全新梅赛德斯-奔驰GLBSUV

正式上市，我们将再次突破创新，改写细

分市场格局。”

奔驰GLB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638毫

米×1834毫米×1687毫米（5座）或1700

毫米（7座），轴距达2829毫米。北京梅赛

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与市

场营销首席运营官段建军表示：“全新

GLBSUV是同级细分市场中首款新生代

‘5+2’座豪华SUV，也是该级别中唯一

提供7座选择的车型。”据了解，在接近

2900毫米轴距的帮助下，奔驰GLB7座

车型带来宽敞的第三排乘坐空间，不仅

提供充足的头部和腿部空间，第二排座

椅还提供“方便出入”功能，可轻松将座

椅前移220毫米并折叠靠背，为第三排乘

客形成开阔的进出空间。

事实上，通过“5+2”座椅布局，GLB在

填补奔驰在华GLA、GLC两款车型之间空

白的同时，也通过产品矩阵方式欲抢占宝

马、奥迪的市场份额。目前，在国内紧凑

级豪华SUV市场中，宝马已推出加长轴

距的X1和主打个性需求的X2，同时奥

迪也投放全新车型Q2L车型，今年Q3车

型也完成换代，而作为BBA销量领头羊

的奔驰，在该细分市场仅有GLA车型独

撑销量。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华晨

宝马X1、一汽-大众奥迪Q3销量分别达

8.04万辆和5.17万辆，成为两大豪华品

牌整体销量的重要贡献者之一。业内人士

表示，在BBA销量争夺战中，作为销量基

础的紧凑级豪华SUV市场，成为助力整体

销量上升的关键之一，如何通过将细分市

场再细分，成为BBA之间销量争夺的重

要一环。

值得一提的是，奔驰在推出GLB车型

将紧凑级豪华SUV市场再细分的同时，还

通过推出不同动力总成，进一步增加车型

竞争力。本次上市的GLB车型搭载1.3T发

动机，一款紧凑级豪华SUV车型搭载小排

量发动机是否够用，也成为公众关注焦

点。据透露，该发动机最大功率达120千

瓦、最大扭矩为250牛·米，完全能够满足

日常出行需求。同时，根据申报信息显

示，未来GLB还有望推出搭载1.3T低功

率发动机和2.0T低功率发动机车型。目

前，目前奔驰GLA车型官方指导价为

26.48万-38.58万元，GLC车型官方指导

价为39.28万-58.78万元，先期导入的GLB

200车型官方指导价为31.48万-35.48万元，

定位在GLA和GLC之间的GLB车型，也为

未来另外两款发动机车型入市，留出价格

空间。

业内人士认为，豪华车市场已成为国

内车市增量点，面对消费升级下的不同需

求，谋求更多细分市场份额，不仅是BBA

也是各豪华品牌未来产品布局的重点。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图片来源：企业供图

线上订单未达10笔

时间倒回今年7月，美国超跑品牌赛麟

以一场在鸟巢举办的品牌发布会，不仅让

旗下超跑亮相，也让其在华推出的首款纯

电动车型———迈迈压轴登场，为这款车长

不足3米的小型城市电动车卖力背书。头顶

赛麟光环，迈迈在今年“双11”当日上线开

启预订。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该车型共

推出两款车型，分别为小丸子版和运动

版。“小丸子版预计在今年12月中旬可以

提车，运动版预计明年2月初可以提车，具

体时间还要等官方宣布。”近日，迈迈汽车

旗舰店客服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迈迈车

型上市后一直是以网上预订为主，消费者

下订单后会有服务人员与消费者联系跟进

购车进程。

实际上，今年10月赛麟在京首家体验

中心已经开业，不过订购迈迈车型一直是

以天猫旗舰店为主。天猫迈迈旗舰店显示，

迈迈两款车型订金分别为666元和508元。

“现在官网订购新车还可享受三年50%回

购政策和一些优惠政策。”一位北京赛麟体

验中心工作人员表示。然而，网上订车的优

惠政策并没有为迈迈吸引过多订单。北京

商报记者发现，截至12月8日，迈迈小丸子

版车型共5人付款，运动版共4人付款，累计

付款数量仅9笔。

在订单量未到10笔的同时，迈迈车型

的交付地点等也是未知数。尽管北京赛麟

体验店工作人员称月底部分车型便可交

付，但当北京商报记者询问具体提车地点

时，体验中心工作人员和天猫迈迈官方旗

舰店客服人员均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

同时，上述北京赛麟体验中心工作人员称，

如果消费者想进行试驾也需要等待，目前

店内没有试驾车仅有展车。针对迈迈车型

具体交付时间及如何交付等，北京商报记

者联系赛麟汽车相关负责人，但截至记者

发稿并未得到回复。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新车已经

开始预订并面临交付，但目前仍未有试驾

车和新车交付地点等信息，会让潜在消

费者不能直观感受车辆及性能，并不利于

销售。

难打性能牌

值得一提的是，赛麟迈迈开售遇冷与

其车型定位和定价不无关系。北京商报记

者发现，地处北京侨福芳草地的赛麟体验

中心，商圈效应让该中心吸引了不少消费

者到店看车，但该体验中心工作人员透露，

看的人多订的人少。“很多消费者在看到迈

迈车型后，一问售价便打消了出手计划。”

据了解，迈迈车型车身长宽高分别为

2995毫米×1600毫米×1580毫米，轴距为

1920毫米，最大续航里程仅为305公里。同

时，两个版本车型补贴后价格分别为15.88

万元和16.88万元。从车身尺寸上来看，迈

迈定位AOO级别，而该细分市场车型售价

普遍较低。其中，欧拉R1车型补贴后起售

价仅为7.18万元，而北汽新能源liteR300

车型补贴后售价为11.08万元，相同车身尺

寸下，迈迈车型并无价格优势。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在迈迈车型所

处的15万元级市场，不仅有售价更低的小

型纯电动车型，同价位也已成为合资品牌

竞争的市场。例如售价15.9万元的东风日

产轩逸·纯电、起售价14.77万元的一汽-大

众高尔夫·纯电以及起售价15.98万元的广

汽本田-VE-1等车型，车身尺寸均高于迈

迈车型。业内人士表示，该价格区间市场，

迈迈车型的生存空间正在被压缩。

实际上，除较高的售价，由于车长不足

3米，开售之初迈迈车型也被打上了“老年

代步车”的标签。面对质疑，赛麟汽车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王晓麟回应称，迈迈车型

定位“城市电动小跑车”，支持45%最大爬

坡度，是由史蒂夫·赛麟亲自调校，拥有超

跑基因。然而，对于官方解释，消费端并不

买账。“如果家庭出行，两门的迈迈车型并

不适合，而且同价位有很多尺寸更大车型

可以选择，如果仅是占新能源汽车指标，该

车型的售价又太高。”在赛麟体验中心看车

的市民张先生表示。

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新能源汽车补

贴退坡，不论豪华品牌奔驰EQC还是主打

亲民电动车市场的比亚迪秦EV，多数车企

推出的车型续航里程都在向超600公里发

展。即便是迈迈车型所处的价格区间，吉利

帝豪EV450与秦EV车型的续航里程也不

低于400公里。业内人士表示，续航能力不

足在当下的新能源市场并无优势，如果按

照日常使用“打七折”的算法计算，NEDC续

航里程400公里的产品在实际使用过程中

的真实续航往往只有300公里。无论是与自

主还是合资品牌相比，迈迈车型的竞争力

并不明显，仅靠性能背书很难打动消费者。

在华如何突围

据了解，作为迈迈车型背书者，赛麟早

期主要业务为改装福特野马车型，并具备

一定研发升级和小规模生产能力。2014

年，赛麟品牌被王晓麟收购，2017年赛麟

宣布将在江苏如皋建厂实现国产。公开资

料显示，江苏赛麟成立于2016年6月，经营

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制造及各类商品进出

口业务等，并不包括汽车整车制造。王晓麟

以新能源为切入点，为赛麟汽车打开在华

市场局面，但在新能源汽车研发上几乎与

国内造车新势力品牌同样是从零做起。

作为赛麟在华首款纯电动车型，迈迈

车型早在10年前便已落地，其原型车诞生

于一家中国香港电动车企业是一辆小型城

市车型，2010年被积泰汽车（即江苏赛麟

股东之一如皋积泰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外

方母公司）收购。对比2009年的mycar与目

前推出的迈迈车型，外观并没有太大变化。

2014年，mycar以全新名称“积泰迈迈”连

续参加北京车展、成都车展等。2017年底，

王晓麟以江苏赛麟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身

份亮相，宣告赛麟汽车进军中国市场，随后

以mycar为原型的赛麟迈迈正式亮相。

据悉，目前赛麟旗下共有四款车型，包

括燃油版超级跑车S7、轿跑车S1、电动

SUV迈客以及纯电车型迈迈。根据赛麟汽

车规划，迈迈车型推出后，将相继推出S1及

迈克车型，分别将于明年上半年和下半年

推出，但两款车型具体数据赛麟方面并未

公布。

对于赛麟汽车来说，背靠美国赛麟国

际汽车公司，国内公司注册地为江苏省如

皋市，注册资本100亿元，目前经历过A轮

融资达40亿元。王晓麟一直表示：“赛麟并

不缺钱。”但北京商报记者发现，今年7月，

江苏赛麟大股东之一的南通嘉禾科技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抵押江苏赛麟工厂几

乎全套设备，包括机器人、焊装等关键生产

设备，共计12亿元。业内人士表示，赛麟与

与江苏如皋成立造车企业，目前资金只有

当地政府投资的40亿元，未有其他资金信

息，相比其他造车新势力企业的投入，赛麟

汽车并未有长期目标。

“赛麟汽车强调的‘超跑基因’更像是

吸引消费者的噱头。”汽车行业分析师钟师

表示，赛麟汽车现阶段需要沉下心，脚踏实

地做产品，拿出好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站稳。

业内人士表示，作为一个在中国市场

的造车“新生”，赛麟汽车想要在中国市场

站稳，接下来不仅要面对在品牌推广、产品

上市后的用户口碑维护等问题，还要想办

法平衡从小批量生产到大批量市场需求之

间的难题。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文并摄

裹挟着“超跑基因”光环与“老年代步车”质疑，赛麟背
书的迈迈汽车在“双11”当日线上开售。然而，这张曾掷重金
在“鸟巢”举办品牌发布会的赛麟背书，并未让迈迈“大卖”。
北京商报记者近日在天猫迈迈旗舰店发现， 上市
首月，迈迈车型订金付款量仅为9笔。

赛麟是真的在造车吗？业内人士表示，
赛麟作为中国市场造车“新生”，比造势
更重要的是产品能否打开销路，但
定位小型城市电动车的迈迈在目前
新能源汽车市场中竞争力并不明
显， 这也让不少人对赛麟的造车实
力产生质疑。 消费者对迈迈车型不
买账， 首款产品未能提升赛麟品牌
形象， 让手握多方资源的赛麟首战
开局不利， 未来赛麟在华的造车路
可能会更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