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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势力“年终考”无一达标
随着补贴退坡，2019年新能源市场进入调整期， 去年实现交付的众多造车新
势力也承受不小压力。 近日，2019年11月各大造车新势力交强险上险量数据相继

·试乘试驾·

汉兰达四驱加持应对冰雪

头顶入华后累计超92万辆销量及SUV车型三年保值率首位光环，
广汽丰田汉兰达常年位居国内中大型SUV销量前列。“无功无过”“表现
均衡”这类看似乏味的标签，对于主打家用市场的汉兰达来说更像是一

出炉。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尚未有造车新势力
“
年终考”达标。交付艰

种褒奖。 然而， 北京商报记者近日试驾该车型后发现， 在四驱及丰田

难题”。业内人士表示，2020年新能源
难的背后，各造车新势力车企也承受盈利“

Toyota Safety Sense（智行安全套装）的帮衬下，
“
中庸”的汉兰达使用场

汽车补贴即将面临全部取消，同时更多跨国车企新能源车型强势入局，造车新

景并非仅限点对点日常代步，冬季冰雪路况，该车型也能从容面对。

势力们将迎来更为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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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突破口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
不仅是交付量不乐观，造车新势力
事实上，在新能源汽车补贴即将全面退
2019年11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 也面临着资金压力及盈利难题。
坡的关口，挣扎在盈利线上的新势力也开启
11万辆和9.5万辆，同比分别下降36.9%和
财报显示，2019年三季度蔚来汽车 自救模式，转战高端市场。除一直主打高端市
43.7%，这已经是新能源市场连续第5个月 销 售 收 入 为 18.368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场的蔚来汽车外，小鹏，天际、爱驰也相继推
下滑。在市场下行情况下，与传统车企相比 25%；但仍亏损25.217亿元，同比下滑 出售价到达30万元区间的车型，以求扭转盈
没有燃油车业务支撑的造车新势力压力更 10.3%。蔚来汽车方面表示，公司正在以 利难题。
加明显。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目前 持续亏损、负资产模式运营，现金余额
在产品向上突围的同时，造车新势力企
尚未有造车新势力企业完成2019年既定销 不足以提供未来12个月继续所需要的 业也在寻找新突破口。在李斌看来：“不管电
量目标。
营运资本、流动性。2019年开始，为降本 池再怎么降价，还是会比汽车的油箱贵，因此
终端交强险数据显示，2019年11月造 增效，蔚来已经进行了一些裁员和组织 得在电池包的使用成本上为用户减负，‘按需
车新势力企业销量为6292辆，环比下滑 架构优化。2019年初，员工大概有9900 升级’的方法不仅可以是一次性的，也可以灵
2.3%。具体品牌上，造车新势力中销量超千 人，而到2019年底，员工已精简至7500 活‘按需’。”相比拥有多年研发经验的传统车
辆的仅有4家，为蔚来汽车、合众汽车、威马 人以内。
企，
“年轻”的造车新势力正试图通过新发展
汽车和小鹏汽车。
同时，此前开启交付期的理想汽 思路获得更多消费者关注。
作为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的蔚来汽 车，财务状况也不乐观。江苏省国资委
不仅蔚来汽车，2019年广州车展，天际
车，2019年11月交付量为2528辆，其中ES6 公告显示，2018年理想汽车营收约1.7 汽车和爱驰汽车分别发布“新服务”战略和全
车型交付量为2067辆、ES8车型交付量为 亿元，净利润约亏损7.18亿元，资产总 新概念服务品牌“诺道”。爱驰汽车联合创始
461辆，连续第4个月销量走出上扬线。不 额约为47.32亿元，负债总额为8.3亿元。 人兼CEO谷峰表示，“ 企业或产品之间的竞
过，2019年前11个月，蔚来汽车累计上险数 截至2019年上半年，理想汽车营业收入 争，取决于市场和用户，找准市场定位和用户
为1.77万辆，与蔚来汽车创始人兼CEO李斌 约为527.76万元，净利润约亏损6.29亿 的核心需求，取决于给消费者提供不添麻烦
在2019年初定下的4万辆全年销量目标仍 元，资产总额约为58.41亿元，负债总额 的产品和服务”。
存较大差距。同时，2019年定下10万辆销量 为9.31亿元。
除打出“服务牌”，造车新势力也开始采
目标的威马汽车，目前销量完成率仅
车和家创始人及CEO李想表示： 取“抱团取暖”方式应对车市销量下行。2019
15.36%。
“造车新势力融资窗口期剩余时间不 年12月，小鹏汽车宣布，与蔚来汽车NIO
此外，小鹏汽车、合众汽车、零跑汽车3 会超过一年，在一年内会有大批企业 Power合作，将实现全国范围自有品牌充电
家车企，截至目前，全年销量目标完成率最 淘汰出局，90%的投资人都会损失惨 站分布数据、支付流程互联互通。
高为小鹏汽车的32.4%，合众和零跑分别为 重。他认为，目前初创车企中头部企业
此外，不少造车新势力更将目光投向共
24.62%和10%。零跑汽车副总裁赵刚表示： 还未能盈利，一年后不会有人再投资新 享出行市场。去年，新特汽车旗下出行品牌
“当前零跑汽车交付量不理想，即便进入正 标的。
“新电出行”获全国网约车线上运营牌照，并
常交付阶段，想要完成1万辆的年销量目标
据统计，前途汽车、法拉第未来、天 先后获得贵州贵安新区和四川成都两地牌
也不大可能，因此公司已经不再注重于销 际汽车、博郡汽车、绿驰汽车等10多家造 照；随后，小鹏汽车正式宣布网约车品牌“有
量完成率，而是做好服务。”
车新势力企业，2019年均被曝出欠薪或 鹏出行”在广州进行试运营。
数据显示，2019年前11个月造车新势 欠货款，有些出现主动减员的行为。
业内人士表示，竞争压力增大，未能站稳
力企业累计销量为5.71万辆，占乘用车整体
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脚跟的造车新势力将被淘汰出局。看到这一
销量仅0.3%。据统计，在已经完成交付的企 造车新势力的处境非常艰难，主要面临 点的造车新势力，在提升产品的同时，正在寻
业中，仅有蔚来、威马、小鹏交强险上险量 的是营销压力和资金压力，2020年市场 求新的突破口来缓解企业压力。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突破万辆。
将全面进入洗牌期。

“刚中带柔”的外观设计，内饰中
控台的左右对称的宽大视觉设计，让
汉兰达向消费者传递出个性又务实的
产品性格。然而，作为一辆SUV车型，
四驱能力已成为评判车型是否称职的
标准之一。本次试驾在黑龙江省伊春
市，冬季日间气温接近-20度，雪后路
面虽然被积雪覆盖，但雪下已经形成
冰层，考验着汉兰达的四驱系统分配
能力。
广汽丰田汉兰达搭载电磁控制的
AWD系统属于主动式适时四驱，是目
前主流SUV车型较为常见的四驱系
统。因为具有电脑实时监控和智能控
制功能，因此该车型四驱系统拥有更
快的响应速度及更平顺的介入点，该
套系统可在前后轴实现100： 0-50： 50
范围内无级分配扭矩，驾驶者能够通
过仪表中间显示屏，实时查看目前四
轮动力分配情况。同时，该四驱系统不
只在打滑路面起作用，在车辆每一次
转弯、加速、起步等需要最优驱动力分
配时，系统均会参与工作，提供最优及
最安全的动力分配方案。
此外，广汽丰田汉兰达搭载的四
驱系统，还具备“预扭矩”功能，在过弯
时该系统会为后轴分配10%的扭矩，
避免在冰雪路面行驶时出现前驱车转
向不足问题被放大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与该车型2.0T发
动机相匹配的6AT变速箱带有“雪地
模式”，进一步保证车辆行驶安全性。
试驾中，开启“雪地模式”后，广汽丰田
汉兰达四驱系统的工作逻辑并未发生
太大改变，扭矩分配依然按照“AUTO
模式”进行分配，但变速箱会尽量保持
高挡位，以保证发动机能够以较低转
速运行，以减少驾驶者深踩油门、车辆

扭矩突然提升带来的车轮打滑风险。
在四驱系统保证冰雪路面动力
分配的同时，该车型搭载的智行安全
套装则通过PCS预碰撞安全系统、
LDA车道偏离警示系统、AHB自动调
节远光灯系统和DRCC动态雷达巡航
控制系统，为驾乘者提供更安全驾驶
辅助。
冰雪路面行驶时，容易造成驾驶
者视线不清，偶尔会发生偏离车道现
象，LDA车道偏离系统通过识别判断
车辆有可能在一定速度范围内偏离车
道，通过警示音和仪表盘显示信息提
醒驾驶者，同时控制电子助力转向，为
驾驶者提供转向辅助；DRCC动态雷
达巡航控制系统利用毫米波雷达、单
眼摄像头、方向传感器和偏航传感器
收集信号并检测前方车辆，控制车间
距离，让车辆始终保持安全车距，保障
车辆编队行驶时即使在非铺装路面也
能安全有序前行；AHB自动调节远光
灯系统为不熟悉雪地路况的试驾者带
来便利，避免多项操作同时进行带来
的手忙脚乱；长时间在白茫茫的冰雪
环境中，特别是高速上驾驶，有时可能
走神或疲惫，PCS预碰撞安全系统扫
清冰雪路况中的“拦路虎”，当探测到
即将与前方车辆或障碍物发生碰撞
时，系统会自行启动制动系统，减轻碰
撞将伤害降低。
此外，汉兰达还搭载PVM全景监
控系统与轮胎压力监测系统，最大程
度保障行车安全。在狭窄区域操纵车
辆或者停车时，全景监控系统会360度
显示车辆前后方的障碍物，而轮胎压
力监测系统会在轮胎压力下降的情况
下为驾驶者提供预警。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文并摄

技术加持 品牌驱动 营销赋能 2019广汽Acura解锁“年轻化”新姿势
2019年， 中国汽车市场并不平静。 虽然新车换
代、营销手段层出不穷，却不能阻止汽车市场整体下
滑趋势。 在车市整体进入下行区 间 背景 下 ， 广 汽
Acura逆势而上，销量稳健增长跑赢市场大盘。在实
现新事业体经营全面跃升的同时，广汽Acura用先端
座驾、极致驾控、个性品牌、体验营销组成的“精确密
码”解锁“
年轻化”新姿势，占据中国汽车市场新高点。

领先科技 产品年轻化是底气

如今，中国车市正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奔向年轻化，
被视为“互联网原住民”的“85后”“90后”已成为中国豪
华车市场主力消费群体，而“90后”群体消费偏好更为
多元化和个性化，对于豪华汽车品牌，他们更渴望拥有
不一样的选择。
广 汽 Acura在 华 陆 续 推 出 CDX、CDXSPORT
HYBRID、RDX等明星车型，搭载先端科技、配置豪华，
使驾乘者能够获得更多运动感和体验感，赢得中国年轻
消费群体的关注和期待。其中，最为Acura粉所津津乐
—第四代
道的是Acura独创的前瞻性科技成果——
SH-AWD誖系统（超级四轮驱动力自由控制系统）、
i-MMD混合动力系统等。以RDX车型为例，与同级对手

汽Acura旗下两款主销车型CDX和RDX均已推出满 上，广汽AcuraRDX作为沸雪赛事官方指定唯一用车。
足国六B排放标准车型。其中，2018年CDXSPORT
同时，在传播渠道选择上，广汽Acura与年轻人广
HYBRID车型上市时，便已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成为 泛聚集的泛社交媒体平台合作，例如联合抖音、KOL，
国内首款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的混动车型。
以更接地气的短视频传播，与粉丝线上互动，全面展现
产品力，深度构建产品粉丝圈层。
品牌创新 体验式营销获成效
与其他豪华品牌不同，广汽Acura坚持品牌形象
的不断创新。2018年，面对中国豪华车市场的不断变
化和消费升级需求，广汽Acura将目光聚焦于独具生活
品味的年轻精英人群，提出全新品牌世界观“I’m
相比，RDX全系标配2.0L直喷VTEC涡轮增压发动机以 Different异行者”。该全新品牌世界观能够更形象地传
及同级唯一的10AT变速箱，堪称超白金组合。此外，还有 递广汽Acura“精确 不凡”的全新中文品牌口号，并打造
自适应悬挂系统、安全辅助配 置 AcuraWatch、 明确区别于传统豪华品牌的专属价值和独特世界观。
与品牌创新相呼应，广汽Acura还对体验式营销
Acura/ ELS誖殿堂级3D环绕音响系统等。
除了极致的先端科技，广汽Acura还希望给年轻 再升级，主打年轻化。2019年，广汽Acura在业内首创
—#周末放疯#RDX72小时试驾活
都市精英群体带来更加时尚、动感的新锐豪华驾乘体 全新运维模式——
验，不仅在2018年推出了CDXMATTEGRAY特别 动，在全国56座城市投入200辆试驾车；在“#周末放疯#
版，2019年也先后推出了RDXA-Spec概念版和CDX 百人接力横贯中国”活动中，108位消费者驾乘RDX，历
A-Spec概念版。今年，这两款车型有望推出量产车 时30天，纵横全国8个省级行政区。而在刚结束不久的
世界顶级冬季运动赛事“2019沸雪北京国际雪联单板
型，为Acura产品矩阵注入新鲜血液。
值得一提的是，为积极响应国六排放标准政策，广 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决赛”（以下简称“沸雪”）

售后加码 诠释豪华服务

优秀的产品、新颖的营销方法能够赢得用户青睐，
如果要进一步留住用户，完善的售后服务必不可少。
—“精·诚
2017年，广汽Acura发布全新售后服务品牌——
体验”，让优质售后服务成为全体特约店的惯例。为车
主提供四年10万公里免费保修，四年10万公里免费基
础保养，四年不限里程全天候免费专业道路救援等贴
心、专享服务。
此外，在经销商战略布局上，一方面广汽Acura
严格执行准入标准，在保证优质质量前提下，特约店
数量持续稳步增长。另一方面，广汽Acura大力对特
约店进行升级改造，让这些特约店焕发年轻活力。广
汽Acura还将根据不同特约店的情况制订更加专属
的方案，为更多的特约店实现升级改造，希望能为用
户带来不凡的豪华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