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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创下汽车年销量历史新高

之后，进入2019年的奇瑞继续保持逆势增

长态势，连续12个月的销量表现均高于行

业水平。

自2019年9月开始，奇瑞集团月销量

更是连续以6.8万辆、7.03万辆、7.47万

辆、9.3万辆的成绩，屡屡刷新月销新高，

平均环比增速近10%，12月的环比增速高

达25.1%。

在国内市场整体销量低迷局面下，奇

瑞通过战略转型，在战略布局、体系建设、

核心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效。

除了核心技术、产品品质大幅提升外，在

营销和国际化发展布局方面，奇瑞也实现

全面升级，为2019年销量逆市上扬奠定了

坚实基础。

核心技术加持
产品矩阵式出击

2019年以来，奇瑞投放多款车型并持

续强化明星车型战略。其中，全新一代瑞虎

8的2019年销量116494辆，同比增长

130.4%，连续5个月销量过万；艾瑞泽系列

轿车的年销量124506辆，同比增长11.8%，

连续4个月销量过万。

事实上，整体销量高涨的背后，是以奇

瑞核心技术为支撑。作为一家“技术立企”

的自主汽车品牌，近年来奇瑞在发动机核

心技术、智能网联、自动驾驶辅助等领域取

得一系列突破成果。

奇瑞自主研发的第三代ACTECO

1.6TGDI发动机荣获“中国心”2019年度

十佳发动机，搭载该发动机的全新一代

瑞虎8上市后，动力性能直接碾压同级

产品。

去年，奇瑞推出“雄狮智云”智能网联

系统、“增强智能语音交互”“AI智云管家”

等人工智能技术，已搭载至两大系列产品，

同时ADAS领域的ACC、AEB、APA等L2

级高级辅助驾驶功能也已经应用在全新一

代瑞虎8上，带动产品力大幅提升。这些核

心技术的突破，为奇瑞产品力的提升奠定

坚实基础，同时也促进奇瑞品牌和市场竞

争力的提升。

创新营销+优化渠道
市占率稳步提升

除产品和技术加持，奇瑞销量稳步增

长，也离不开在渠道和服务上的发力。奇瑞

汽车副总经理、营销公司总经理贾亚权介

绍，2019年奇瑞一网销售网络规模稳定在

500家，二网销售网络规模达1300家，网络

规模稳中有升。

不仅如此，为保障经销商盈利，奇瑞还

强化激励和目标商务政策，提升资金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支持，以及挖掘增值业务等。

此外，奇瑞还积极布局汽车电商与汽车新

零售平台，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目前，奇

瑞已与易鑫、平安租赁、大搜车、邮储银行

等近30家平台建立新零售合作关系，并推

出首款新零售车型———瑞虎7i。

同时，在营销层面，为与年轻消费群体

更好沟通，奇瑞推出全新品牌沟通概念

“i-Chery”，用更年轻的形象和更开放的

态度，陪伴全球830万车主开启精彩生活。

实际上，为进一步提升品牌年轻化形

象，奇瑞通过一系列“出圈”营销，拉近与年

轻人距离。去年6月，瑞虎5xHERO联名

《大闹天宫》推出三大购车礼包权益，其中

就包含奇瑞联合上影制片厂推出的价值

2000元的《大闹天宫》联名限量礼包。

此外，2019年奇瑞还通过一系列围绕

体育运动的创新营销，赢得更多年轻消费群

体的欢心。其中包括奇瑞艾瑞泽与2019赛季

“5×5足金联赛”合作，共同打造国内最大、

影响力最强的5×5足球赛事；冠名“2019池

州国际马拉松”；举办超过10万人参加的“艾

瑞泽与朋友们的春季运动会”；成为“2019多

哈世界田径锦标赛”指定用车等等。

得益于一系列创新营销举措，奇瑞的

市占率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2019年，奇

瑞实现29个省份、266座城市市占率同比

增长，30座城市市占率翻番。

“新四化”全面布局
构建国际化品牌

近年来，汽车行业已明显呈现“智能

化、网联化、电动化、共享化”趋势。面对“新

四化”浪潮，奇瑞也积极布局新能源、智能

网联等领域。

2018年，奇瑞发布智能化战略和技术

平台“奇瑞雄狮CHERYLION”。2019年，

“人工智能图像处理”“增强人脸识别”“AR

增强现实导航”等最新智能网联技术也已

搭载奇瑞新车型上。同时，根据“奇瑞

2025战略”规划，奇瑞在新产品、新

技术、新能源、智能互联+无人

驾驶、高端国际市场

等方面也进行一系列布局。

实际上，在国内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加

速研发的同时，奇瑞的全球化布局也更加

得心应手。如今，奇瑞已经连续17年位居中

国乘用车出口第一位，累计出口量已超过

160万辆，产品行驶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

地区。奇瑞之所以能快速地为产品迭代升

级、开拓全球市场，底气正是来自于奇瑞的

技术体系及全球化战略。奇瑞正在加快全

球市场布局，包括搭建全球一体化的研发

体系和销售服务体系。

据了解，奇瑞正在努力推动品牌“走上

去”，完成包括欧美等主流市场在内的全球

布局。如今奇瑞已经形成传统奇瑞、新能源

奇瑞、智能互联奇瑞、移动出行奇瑞、国际

奇瑞五大业务模块的发展布局，为全球用

户提供更智能、更环保、更节能、更安全的

产品以及更优质的服务。

同时，在以汽车行业“新四化”为特征

的技术革命、消费升级推动下，中国汽车产

业也迎来转型关键期，作为自主品牌中的

“拓荒者、探路者”，奇瑞正在从整车研发、

制造到移动出行服务、科技化转型之路上

越走越稳。如今，奇瑞正保持逆势增长势

头，在迎来2019年完美“收官”的同时，也

将全面备战2020年。

2019销量逆势增长 奇瑞“硬核”实力抢占新赛道
继2018年创下年销量新高后，2019年奇瑞继续逆势上扬。数据显示，随着12

月以9.3万辆的月销量收官，奇瑞集团2019年累计销售汽车74.5万辆，保持了汽车
市场“寒冬”里的逆势上扬。

其中，自主品牌车型年销量同比增长6.9%，奇瑞集团主力产品品牌———奇瑞
汽车全新一代瑞虎8、艾瑞泽系列年销量均突破10万辆。

集体“上攻”车市备战补贴退坡缓冲期

工信部释放“暂缓”信号

2019年7月，新能源汽车补贴开始退

坡，随即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开始连续

下滑。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分别为124.2万辆和120.6万辆，同比

分别下滑2.3%和4%，新能源车市出现首次

负增长。面对市场压力，此前，苗圩表示，

2020年7月1日起，新能源汽车补贴不再进

一步退坡。1月20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

上，苗圩再次表示：“今年我们正在研究，退

坡政策可能要平缓一些。”

据了解，2010年起，为推动新能源汽车

发展，我国开始提供新能源汽车补贴。2017

年，补贴标准首次下调，此后逐年退坡。

2019年，新能源补贴进一步大幅下降。

2019年，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发改委四

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提出，2019

年国家补贴标准在2018年基础上平均退

坡50%，地方补贴也将在过渡期后完全退

出。

实际上，在2020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

策公布前，业内普遍认为，2020年新能源汽

车补贴将在2019年基础上完全退出。业内

人士认为，如果今年新能源车补贴维持现状

或降幅放缓，将给车企留出更多缓冲时间。

经销商仍存压力

数据显示，2019年12月新能源乘用车

批发销量为13.7万辆，同比下降15%。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12月新能

源车型销量环比拉升，主要由于车企抓住年

末时机增量，事实上在新能源汽车销量下滑

的背后，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经销商。”北京

商报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补贴退坡带来的终

端销量下滑，各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开始通过

降价促销，通过走量赚取利润。

“现在车不好卖，新能源车更不好卖，

没有一些优惠肯定吸引不了客户。”一位长

安新能源销售人员称，刚上市不久的长安

新能源SUVE-Pro，目前已能提供1万元

置换补贴和7000元增购补贴。此外，只要介

绍他人购车成功，介绍人可以直接获得由

店内提供的千元奖励。

不仅是自主品牌，一位东风日产经销

商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去年开始新能

源市场的压力加大，店里的纯电轩逸一直

在搞优惠活动，为了把车促销出去，我们都

是在优惠上一再压低价格，销售新能源车

一直是亏损状态。”

市场压力增大的现状下，补贴退坡“暂

缓”，无疑是给新能源汽车经销商吃下一颗

“定心丸”。“此前一直传言2020年补贴还要

继续退，因此店内一直加大优惠想尽快清出

现有库存，怕压在手里更不好卖。”一位自主

品牌经销商负责人坦言，如果补贴再退坡，意

味着新能源车型将再次面临涨价关口。而补

贴退坡放缓将有利于今年经销商销售。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2020年新能源指

标即将放出，按照往年规律将对上半年车

市产生刺激作用。一位比亚迪经销商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最近不少消费者到店看

车，都是为了提前了解市场行情。”

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表示：“新

能源汽车连续五年增长，政策起到了推动

作用，但市场力量还比较小。当前，我国新

能源汽车市场远未达到由市场力量驱动其

持续发展的阶段，欲在2025年实现渗透率

达到25%的目标，未来几年仍需要有足够

力度的补贴替代政策。”

向上寻找突破口

虽然2020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将保

持相对稳定，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后补贴

时代”已经到来，为应对市场压力，提升利

润稳定经销商信心，各大车企开始寻找突

破口。

对于新能源市场如何破局，比亚迪董

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认为：“越是调整期，就

越是技术创新、企业变革、苦练内功的时

候。”据了解，目前比亚迪已在全球申请专

利2.8万项，其中已获授权专利超过1.7万

项。从电池、电机、电控到IGBT功率半导

体，比亚迪正在掌握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核心技术。同时，比亚迪开发了一款

“刀片电池”———铁电池产品，新推出的

“刀片电池”体积比能量密度相比传统铁电

池提升50%。

除技术提升外，如何提升利润也是车

企应对新能源下滑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董扬表示，补贴

大幅退坡，使车企毛利大幅减少。2019年，

补贴退坡已至车企毛利以下，每多生产一

辆新能源汽车，车企亏损便随之增加。

事实上，为尽快盈利，各车企开始上攻

新能源高端市场。合资品牌、自主品牌及造

车新势力车企均正在冲击30万元以上新能

源车型市场。据了解，目前荣威推出首款售

价破30万元的MARVEX车型后，小鹏即将

上市的P7车型售价也接近30万元，作为国内

新能源头部企业比亚迪，在推出“唐”纯电动

车型征战25万元以上级别市场后，今年推出

的“汉”车型售价约30万元。同时，腾势X、广

汽新能源AionLX等车型也先后问世。

业内人士表示，财政补贴大幅退坡，使

得车企毛利大幅减少，推出面向高端市场

的高利润车型，已成为未来车企发展方向。

同时随着高端车型的推出，新能源车型在

里程和产品力上也将进一步提升，从而吸

引消费者的关注。

北汽技术总监兼工程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李玉军认为，新能源车市由政策驱动向市

场驱动转变过程中，必然经历补贴退坡，而目

前应对补贴退坡压力的最好办法就是推动

技术研发进步。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续航里程补贴金额（单位：万元）

（R：续航里程）

受补贴退坡等因素影响，2019年国内新能源车市首次出现负增长。2020
年，新能源汽车是补贴再退，或是维持现状，还是按照既定时间表退出，成为
公众关注焦点。1月20日，工信部部长苗圩表示：“原来定的是2020年底前新能
源汽车补贴将完全退出。我们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措施，
进一步研究和评估新能源汽车补贴的政策， 退坡的政策可能要平缓一些。”面
对补贴退坡，部分经销商表示补贴“趋稳”能够缓解市场压力。业内人士表示，
2019年补贴退坡，各新能源汽车经销商首次感受到市场压力。工信部释放出
2020年补贴退坡放缓的信号，无疑给新能源车市吃了一颗“定心丸”，但让新
能源车市重回高速增长轨道，车企需加速车型、技术研发，提升单车利润，才
能稳定市场信心。

聚焦·新能源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