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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销量目标 自主品牌底气何来
国内车市在经历了连续两年的销量增速负增长后，面临巨大压力的国外

部分车企2019年销量成绩
与2020年销量预期对比

及合资车企并未选择在进入2020年后第一时间公布销量目标。然而，2019年

2019年销量（万辆）

同样面临销量放缓压力的自主品牌，广汽、吉利、红旗等部分头部车企却在近

2020年销量预期（万辆）

日率先陆续公布2020年销量目标，且与去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其中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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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人士表示，在2019年车市增速放缓局面下，自主品牌同样受到不小
冲击，但对于2020年市场自主品牌依旧寄予期望，在提升销量预期的同时，面

此外，2020年广汽传祺也将推出3款新车型，包括
GS4轿跑版和插电混动版，同时旗舰级车型GA8也将
换代。作为新能源头部车企的比亚迪，将在2020年推出
全新旗舰电动车——
—汉系列，进一步提升品牌高端化。
业内人士表示，市场份额的不断萎缩，让自主品牌
意识到产品布局的重要性。从目前公布的自主品牌规
划可以看出，2020年自主品牌正试图继续完善产品
线，逐渐恢复企业竞争力，提升市场份额。
车市回暖预期

对国外及合资品牌的双重夹击，如何抗压，将直接影响各自主品牌的销量目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自主品牌逆势提升销量目
标，与车市传递出的回暖信号不无关系。
崔东树认为，2019年上半年中国车市被诸多因素
2020年销量目标定为20万辆。这意味着，红旗品牌销 布局4款 车 型 ， 包 括 旗 舰 轿 车H9、 大 型 纯 电 动 影响，导致下滑明显；但从下半年起，消费市场已经触
SUV-E115，以及H5与HS7的新增车型。其中，作为红 底并显现回暖迹象，其中厂家生产增速、批发销量增
量目标将实现翻倍。
抢先规划布局
同时，2019年销量同比下滑3.99%的广汽集团，同 旗品牌发布全新战略后推出的首款车型，H5也是红旗 速、零售增速都在企稳。“2020年国内车市销量增速具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数 样在2020年上调销量目标，挑战同比增长8%目标。数 品牌销量最好的车型。2020年，该车型将新增1.5T和 备正增长基础，预计销量增速为1%。”他说。
据显示，2019年前11个月国内乘用车产销量分别为 据 显 示 ，2019年 广 汽 乘 用 车 累 计 销 量 同 比 下 滑 2.0T两套动力总成，进一步满足消费者需求，助力红旗
随着2020年车市回暖，自主品牌也将获得更多机
1917.5万辆和1923.1万辆，同比分别下降10.7%和 28.14%，已成为广汽集团增量短板。这意味着，广汽集 品牌实现2020年销量目标。
会。“自主品牌阵营洗牌加速，但体系力强大、向上战略
10.5%。面对车市销量增速放缓，往年年初即公布销 团欲实现8%销量增长目标，2020年自主品牌乘用车板
同时，销量目标相对保守的吉利汽车，2020年也将 更快的头部车企已经出现回暖迹象。”崔东树表示，未
量目标的国外及合资品牌，今年仍在观望。相比合资 块销量必须提升。
继续扩大产品线。按照规划，吉利汽车将推出BMA架 来自主品牌两级分化将逐渐形成，只有踏踏实实地把
品牌的“谨慎”，部分自主品牌却率先公布2020年销量
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开年即公布并 构第二款SUV车型icon、CMA架构打造的领克05、首 产品做好，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品牌实力，才可能在竞
目标。
提升全年销量目标，既是为了对全年规划有更好布局， 款中大型多功能SUVVX11、几何品牌第二款车GE13 争中生存下来。
其中，2019年累计销量达136万辆的吉利汽车，在 也是为了能有一个良好开局，未来自主品牌发展还是 等6款全新产品，并且领克品牌车型将进军欧洲市场。
实际上，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实力，自主品牌纷纷开
完成既定销量目标的同时，稳居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 要在销量上进一步提升，抢占更多市场份额才能有更 对此，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利汽车集团CEO、总裁安 启品牌向上战略。其中，自主品牌头部企业中，吉利汽
冠军。数据显示，吉利新能源及电气化车型销量为11.3 好的品牌发展机会。”
聪慧表示：“吉利汽车将以市场占有率提升为目标，打 车已发布领克品牌，并覆盖轿车及SUV车型市场。长城
万辆，同比增长66.5%。根据吉利汽车规划，2020年销
好技术品牌升级战，加速海外市场开拓。”
汽车高端品牌WEY，则主攻SUV车型市场，欲通过深
量目标为141万辆，同比增长3.6%。
实际上，不仅是晒出全年销量目标的自主品牌，其 耕单一车型市场稳固份额。同时，此前“冲高”势力的东
扎堆迎产品大年
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吉利汽车同比增长3.6%的
他自主车企也已暗自备战。2019年销量低迷的长安汽 风汽车，2020年北京车展也将公布“H”项目，该项目将
事实上，2019年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一度跌破40% 车，2020年长安PLUS家族将推出首款轿车车型——
“保守”预期，东风风神与红旗在2020年均将销量目标
—逸 主打高端新能源车领域。
大幅度提升。2019年实现7.5万辆销量，同比增长8.5% 红线，仅占据37%左右的份额。受豪华品牌及合资品牌 动PLUS。同时，长安汽车方面透露，2020年将推出一款
中汽协秘书长助理许海东表示，目前基于消费者
的东风风神，2020年销量目标定为10万辆，同比增长 双重挤压，夹缝中的自主品牌为实现销量突围，均将 全新跨界SUV。除在燃油车领域加码走量车型，长安汽 需求的逐步提升，大部分自主品牌都在推出高端的
33%。此外，作为2019年少数提前完成销量目标的品 2020年设定为产品大年。
车还将继续加码新能源汽车市场，据悉长安汽车将在 产品，同时也在不断提升其外观、续航等，有一定竞
据了解，为在2020年实现销量翻倍，红旗汽车将再 2020年推出3款新能源车型。
牌，红旗品牌交出累计超10万辆销量成绩单后，将
争力。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标完成度。

导入纯电插混新品 本田在华打法升级
在国内车市整体销
量增速放缓背景下，2019年走出逆市上扬线的日系车
企，2020年将通过密集导入新品方式，继续扩大市场份
额。其中，近日本田在华率先公布规划，在引入锐·混动
技术后，2020年本田还将在华投放插混及纯电产品，加
码新能源汽车市场。本田技研工业（中国）投资有限公
司兼本田技研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长谷
川■介表示，2020年本田在华将挑战超越2019年的销
量目标。
数据显示，2019年本田在华终端销量达155万辆。
其中，广汽本田终端销量为76.5万辆，同比增长4.1%；东
风本田终端销量为78.8万辆，同比增长13.2%。本田旗下
雅阁、凌派、缤智、飞度、思域、CR-V等7款车型年销超
过10万辆。虽然2019年本田在华销量突破150万辆，但
2020年本田欲超越2019年销量数据依旧是个不小的挑
战。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广汽本田同比增长12.7%，
东风本田同比增长34.4%，这意味着2019年下半年两家
合资公司增速已经放缓。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对此，根据本田规划，2020年其将加速FUNTEC
技术升级、新产品投放及在华产能升级等。长谷川■
介透露，2020年本田中国将进一步强化纯电动、混
合动力等电动化产品阵容。在纯电动车方面，本田品
牌的纯电动车研发，将于2020年北京车展期间进行
具体进展披露。
在 混 合 动 力 车 型 方 面 ， 本 田 将 强 化 SPORT
HYBRID产品阵容。2020年本田将推出i-MMD+1.5L
发动机动力组合。同时，本田还将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
统SPORTHYBRIDe+导入中国市场。据介绍，该系统
将在今年率先搭载至CR-V车型上。
除凌派锐·混动和CR-V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等电
动化产品，2020年本田还将引入新一代飞度车型。同
时，5门版2厢思域也将在今年内实现国产。此外，本田还
将强化生产体制、提升产能。2020年，广汽本田将进一
步提升增城第三工厂产能，由年产12万辆增至24万辆，
将形成年产72万辆总产能。届时，本田在华年总产能将
由125万辆提升至137万辆。

近日，上汽通用五菱公司正式向坦桑尼亚、贝宁两国共同交付2020款
宝骏530，两国大使表达了对上汽通用五菱和宝骏530的认可。自此，坦桑尼
亚、贝宁两国驻华大使正式成为宝骏530的第20万名车主，宝骏530将作为
“外交官座驾”为两国大使馆提供行政级的外交出行服务。

此次交付的宝骏530是上汽通用五菱布局海外市
场的战略车型，目前使用宝骏、五菱、雪佛兰、名爵4个品
牌在中国、印尼、南美、泰国、印度市场销售，并即将进入
中东、非洲、墨西哥等地市场，是“中国原版全球车”。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驻华代理大使雷米吉斯·恩
刚比表示，“ 上汽通用五菱作为中国制造在汽车行业
‘走出去’的践行者，以国际化的产品布局、精益的制造
技术、可靠的品质保障，给世界各地消费者提供了优质
的产品及服务”。
贝宁共和国驻华大使西蒙·皮埃尔·阿多韦兰德表
示，“当今，中国汽车不断走向海外市场，中国制造品质
已被世界认可。上汽通用五菱是最早进入非洲市场的
公司之一，依靠全球标准研发及生产制造，产品在海外
市场中备受称赞”。
宝骏530具备5/6/7座多种布局、拥有优于同级的
空间表现以及多样的科技配置，满足国六b排放标准。
2018年上市至今，宝骏530车主已经达到20万，不仅南

非驻华大使馆参赞购买了宝骏530作为使馆用车，巴西
足球明星奥古斯托也选择宝骏530作为座驾。
动力方面，宝骏530搭载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功率108kW，峰值扭矩250N
·m，百公里综合油
耗6.7-7.5L/100km。2020款宝骏530搭载的CVT变
速箱由上汽集团与CVT的鼻祖博世荷兰公司共同研
发，由柳州上汽变速器柳东分公司生产。全新CVT变
速箱动力输出线性，具有经济、运动、手自一体驾驶
模式。
内饰方面，宝骏530车内中控台、门封板和中央扶
手箱等处均采用皮质包裹，车内各个饰板接缝采用双
缝线缝合。中控台采用向驾驶员一侧倾斜的不对称设
计，10.4英寸竖屏成为视觉重心，两侧空调出风口以竖
排布置，两端的镀铬装饰视觉宽度进行延展。
车内空间方面，宝骏530拥有5座、6座、7座版本，
能实现“2+3”
“2+3+2”
“2+2+2”3种座椅布局。同时，第
二、三排座椅均可纯平放倒，后备箱可扩展至纵深

BBA中国市场座次生变 2020年备战电动化
1月12日，北京
商报记者从宝马、奔驰、奥迪获悉，德系豪车三强已
经先后公布了在华销量数据。不同于往年的是，三
家豪华品牌2019年在华的排位发生了变化，宝马首
次在中国豪车市场夺得年度冠军。
数据显示，2019年，宝马集团包括BMW和
MINI品牌在中国市场销量达到72.37万辆，同比增
长13.1%；梅赛德斯-奔驰及smart品牌共交付70.21
万辆新车，同比增长4%；奥迪在华销量为69.01万
辆，同比增长了4.1%。
数据显示，宝马从2018年的销量榜单第三位，
跃升至2019年的首位，成为了2019年最大赢家。回
顾2019年，宝马的销量冠军得益于频繁发布新品，
完善产品矩阵。2019年在中国市场，国产全新BMW
3系、国产BMW X2、全新BMW X6、BMW X7、
BMW X3M等20余款新品推动了宝马的整体销量。
其中，宝马X1全年销量达到9.6万辆；宝马5系、3系分
别售出17.3万辆、13万辆。相比之下，奥迪、奔驰在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刘晓梦）

2019年在华分别只仅推出了18款、15款全新及改款
车型，与宝马在产品的投放数量上有一定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产品投放数量上与宝
马有一定差距，但奔驰和奥迪都将目光锁定在了
豪华SUV市场。据了解，奔驰在去年11月推出
GLB车型，对标宝马X1，同时长轴距的GLC、GLE
车型也在2019年相继改款换代。奥迪也在去年10
月推出了全新旗舰SUVQ8。随着奔驰和奥迪新
款SUV的加入，2020年三大豪华品牌的竞争将进
一步加剧。
2019年不仅是宝马的夺冠之年，同时也是豪华
品牌在中国市场迎来全新竞争时代的一年。2019年
11月，国产奔驰EQC入局豪华纯电SUV市场，随后
奥迪首款纯电SUV奥迪e-tron以及首款国产纯电
动SUV—Q
—— 2Le-tron也进入中国市场。2020年，
宝马纯电动车型iX3也将在中国沈阳工厂正式投产
并上市。这意味着，三大豪华品牌在新能源市场的
排位赛也将拉开序幕。

第20万名车主诞生
宝骏530成外国驻华大使馆用车
手机即可实现远程操控、发动、手机寻车等功能。
据了解，作为上汽通用五菱布局海外市场的战略
车型，宝骏530在2019年后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
2019年4月12日，以宝骏530为原型车的雪佛兰
Captiva在秘鲁成功上市，8月，同款车型于泰国上市。
2019年初，宝骏530印尼版车型五菱Almaz上市后连
续两个月占据印尼中型SUV细分市场销量第一，比肩
当地日系品牌。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2004年，上汽通用五菱就已
通过整车形式出口南美、中东和非洲等国家，截至
2019年共实现整车出口超过8万辆，出口范围涵盖中
1.8m，装载容积达1065L的超大空间，可放下18个24寸 南美洲、非洲、中东和东南亚近40个国家。2017年，上
汽通用五菱印尼子公司正式建成投产，不仅成为首
的行李箱。
智能网联方面，宝骏530搭载的车联网系统具备声 家在印尼投资建厂的中国汽车企业，也是中国汽车
控车机、远程操控、实况导航、在线娱乐等人性化功能。 品牌首次在海外投入设备及资源独立建厂，输出品
具体来看，宝骏530的在线智慧导航系统拥有实时路 牌及产品并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制造体系、销售服
况、躲避拥堵等功能；宝骏530的车联网配备远程控制， 务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