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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策略失效 林肯“冒险”前行

从无人物流到储能电站 上汽通用五菱双管齐下助力“新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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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2日，国务院11部委联合

印发《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优先

在封闭区域探索开展智能汽车出行服务”，

无人物流是最易实现完全无人的商业场

景，宜作为智能汽车出行服务的优先落地

场景。

战略定调，五菱先行。2020年3月5日

上汽通用五菱携手驭势科技率先基于宝骏

基地厂区建成国内首条无人驾驶物流线

路。两周后，该线路的快速扩展工作便正式

启动。4月9日，河西基地厂区首条无人驾驶

物流线路正式交付使用。截至目前，上汽通

用五菱无人驾驶物流线已实现批量覆盖，

共计16条路线、75台无人驾驶车辆投入使

用。在无人驾驶物流技术应用于企业运营

方面，上汽通用五菱再进一阶。

据了解，无人驾驶物流线路由无人物

流车与云端智能运营管理系统构成，无人

物流车搭载行业领先的L4级别无人驾驶

系统，能够全方位实时环境感知，厘米级高

精度定位，真正实现无人自主运输，云端智

能运营管理系统则提供远程控制、数据分

析等服务，有效提升管理效率及安全性。无

人驾驶物流线路既是对已有自动驾驶技术

的落地应用，又可为全自动化工厂的发展

打下基础。

上汽通用五菱方面介绍，以宝骏新能

源无人物流车作为运输载体，批量覆盖河

西基地及宝骏基地，全面提升厂区内部物

流的运力与效率。尤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

无人驾驶物流不仅解决了人力紧缺问题，

还通过无人化、程式化作业，在输出稳定可

靠运力的同时，真正实现物流“0接触”，有效

降低因接触产生的交叉感染风险，对上汽通

用五菱生产稳中向好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新基建”不仅涉及智

能网联汽车的基础设施，也涉及新能源汽

车的基础设施，无人物流只是上汽通用五

菱在“新基建”方面的布局之一，在护航新

能源汽车行业发展上，上汽通用五菱同样

取得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果。

近日，由上汽通用五菱组织研发的宝

骏基地兆瓦级大型光伏风能一体化梯次利

用储能电站已投入使用，该电站采用退役

动力电池建成，为广西首个动力电池梯次

利用储能系统。宝骏基地光伏风能一体化

梯次利用储能电站可蓄电1000kWh，具备

250kW额定功率，将投入于工厂日常生产

活动中，实现动力电池价值回收和能源节

约的目的。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退

役动力电池预计约25GWh（约20万吨）。随

着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大量动力电池退

役，在缺乏回收措施情况下势必将造成严

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如何做好动力

电池回收利用，已成为全行业乃至全社会

共同关注的问题。

从效率角度看，利用电池储能系统在

用电低谷期蓄电，在用电高峰期供电，储能

电站实现“削峰填谷”的效果。储能电站可

根据需要与公共电网灵活互动且相对独立

运行，在高峰期可以为工厂生产活动供电，

有效减轻电网负荷，对用电系统起到平衡

作用，也为保障工厂用电连续性，提高生产

效率起到辅助作用。

从环保角度看，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是

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措施，储能电站采用

退役动力电池建成，充分发挥动力电池的

回收利用价值，避免资源浪费。储能电技术

的成熟，将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

提供新的模式。同时，储能电站通过光伏发

电系统和风能发电系统吸收太阳能和风能

并转化为电能，实现清洁能源的利用和价

值创造。

事实上，上汽通用五菱致力于构建能

源生态，在开发宝骏新能源汽车之初，已经

开始着手研究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上

汽通用五菱通过技术研究打造出梯次利用

储能电站，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动力电池回

收的技术难题。这项成果不仅体现出民族

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担当与责任感，对新

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研发也起

到了带头作用。”业内人士称。

作为构建数字经济时代
的关键基础设施，“新基建”
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路径。 而汽车产业
的未来发展已横跨5G、新能
源汽车、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等诸多领域，成为“新基建”
落地的重要载体之一。

自掏腰包降价

“国产冒险家全系优惠1.5万-2万元。”

北京商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上市仅两个

月的林肯首款国产车型冒险家，已经开出

高达2万元的优惠。一位林肯4S店销售人

员表示，新车到店后便开始优惠，目前比较

受关注的车型是价位相对较低的两驱版车

型，以销量较大的2.0T两驱尊享版车型为

例，该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5.98万元，购车

需加装3000元的无钥匙进入系统，目前终

端优惠售价为24.28万元。

事实上，由于较高的溢价，豪华车上市

一段时间后，经销商才会选择降价，一直以

来部分豪华车型也被认为定价虚高。然而，

林肯国产冒险家上市时，经销商普遍认为

定价较为合理。数据显示，虽然国产林肯冒

险家定位紧凑级SUV，但车型尺寸已与一

汽-大众奥迪Q5L、沃尔沃XC60及上汽通

用凯迪拉克XT5等中型SUV相当，而竞争

车型官方指导价均在30万元以上，国产林

肯冒险家24.68万元的起售价被认为直接

将价格战拉进25万元区间。

一位林肯经销商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者坦言，林肯国产冒险家的“低价高配”策

略，上市前多数经销商便认为该车型的定

价能够支撑上市后的放量，并且短期内不

会降价。“但是，市场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他说。数据显示，今年4月国产林肯冒险家

销量不足3000辆，竞争对手一汽大众-奥

迪Q5L和沃尔沃XC60销量分别达1.18万

辆和7400辆。

“目前规定对外都只说优惠1万元，消

费者到店才能进一步商量再优惠。”上述林

肯4S店销售人员透露，公开说的1万元，为

厂家提供的购置税补贴，另1万元则是经销

商自掏腰包，就是想尽快提升该车型销量。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豪华品牌

车型的溢价能力，能够延长车型守价的“保

鲜期”，并达到提升品牌价值的目的，很多

品牌旗舰车型或主力车型，均会在上市之

初坚守官方指导价，但新车上市几个月经

销商便主动降价，也体现出在销量面前，经

销商对车型竞争力缺乏信心。

重振销量遇考

作为首款林肯国产车型，冒险家上市

即降价的背后，是林肯在华发展受阻的无

奈与压力。

上世纪80年代，林肯品牌首次入华，但

由于经营不善最终于2008年退出中国市场。

2014年，中国车市销量正高速增长，林肯再

次“杀回”中国市场。重回中国市场后，凭借

MKZ、MKC两款主力车型，2017年林肯在

华销量迈过5万辆门槛，同比增长高达66%。

然而，“黑马”林肯杀回中国市场第四

年，整体销量出现疲态。据了解，冲过5万辆

销量关口后，林肯旗下车型首先开始出现

各种质量问题。其中，走量车型MKZ，多次

被消费者投诉发动机抖动漏油、漏防冻液、

变速器跳挡、制动系统异响等问题。数据显

示，2017-2019年，林肯对旗下车辆进行多

次召回，涉及车辆达6万辆左右。

此外，身处二线豪华品牌阵营的林肯，

在MKZ、MKC后相继推出大陆、航海家等

车型，并已形成两款轿车和4款SUV的产品

线，但除国产冒险家，均以进口形式销售，而

凯迪拉克、沃尔沃等二线豪华品牌，多数车

型均已实现国产，价格优势更为明显。

问题累积，疲态显现。数据显示，2018

年林肯销量增速迅速回落，同比增长仅

2.2%；2019年林肯全年销量为4.66万辆，同

比下滑15.7%。“相对于其他豪华品牌林肯

入华较晚，产品更新慢、定价相对较高。”汽

车行业专家钟师表示，品牌在达到一定规

模后，仅靠进口车征战市场已让林肯销量

增长出现瓶颈。

在销量压力下，首款国产车型成为林

肯提升自身销量与豪华阵营排名的重要抓

手。在林肯中国总裁毛京波看来：“国产将

给林肯带来更多机会。”不过，刚上市的国

产冒险家便经历多事之秋。北京商报记者

了解到，不仅经销商自掏腰包开出优惠，同

时由于部分零部件仍需进口，导致部分配

置车型出现无车可售的情况，定车周期达1

个月。“目前店内只有一辆两驱车型的现

车。”一位林肯4S店销售人员称。

“新车上市前厂家都会准备充足的现

车，尤其是对销量寄予厚望的车型，在上市

之初就出现缺车的现象并不多见。”在业内人

士看来，虽然该车型定车周期较长，可能是由

于进口零部件受疫情影响，生产或物流出现

问题，但对于该车型销量也会产生伤害。

对此，北京商报记者联系林肯中国相

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未得到回复。

价格战不好打

值得一提的是，为尽快提升销量，终端

市场林肯已开始“以价换量”。据了解，除领

航员、飞行家为利润车型，其余车型早已开

出大幅优惠。“MKZ、航海家车型优惠5万

元，大陆车型优惠达5.5万元。”上述销售人

员称，“去年这些车型便已进入促销状态，

现在高利润车型也可以到店单谈。”

然而，扩大优惠范围、提升促销力度，

却难以改变市场份额被挤压的局面。今年

一季度，在豪华品牌排名中，林肯排在第九

位，但在销量上与排在第八位的捷豹路虎

销量相差近一半。同时，在二线豪华品牌阵

营中，林肯距离沃尔沃、凯迪拉克等头部品

牌的差距也逐渐拉大。汽车行业分析师贾

新光表示，豪华汽车品牌市场格局已基本

定型，目前来看林肯品牌不仅受到ABB（奥

迪、宝马、奔驰）为首的第一阵营的下压，在

二线豪华品牌市场也面临凯迪拉克、捷豹

路虎、雷克萨斯、沃尔沃等品牌的竞争。

同时，在消费升级带动下，目前国内豪

华品牌价格战已经打响，不断降低的终端售

价已成为豪华车市场增量的推手之一。数据

显示，目前豪华车系终端折扣率高达9.26%，

高于终端整体折扣率的8.76%。为争夺国内

豪华车市场销量冠军，ABB不断降低产品

售价，而受到波及的二线豪华品牌也已经

加入价格战行列。林肯的销量空间被进一

步压缩。据了解，目前北京奔驰C级、一汽-

大众奥迪A4L、华晨宝马3系等车型优惠

后，购车门槛已低至25万元左右。一位豪华

品牌经销商负责人透露，以国产林肯冒险家

所在的紧凑级SUV市场为例，此前豪华紧凑

级SUV终端已经开始给出2万-10万元的优

惠，终端成交价早已下探至20万元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林肯入华至今，市场保

有量并不大，因此豪华品牌形象在消费者

心中并未完全形成，即便采取降价手段，在

竞争激烈的豪华阵营中也很难“以价换

量”。“降价是把双刃剑，能够收获订单也会

让品牌力打折，相比其他豪华品牌有多款

走量车型，能承受价格战带来的折损，林肯

经销商很难长时间坚持。”他说。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文并摄

起售价杀入25万元以内的国产“冒险家”，成为林肯在华新“冒险”的开始。北京商

报记者近日走访发现，林肯为该车型制定的低价策略，并未“低开高走”。上市仅两个

月，终端已出现全系2万元优惠。为保证溢价能力，豪华品牌很少出现新车上市即降价

的情况。事实上，为销量开路，林肯为国产“冒险家”制定出“诚意”价格，主力车型售价

均分布在30万元以内，以期通过低价从奥迪、沃尔沃等一二线豪华品牌手中抢得份额。

但市场并未买账，低定价策略并没稳住该车型价格体系。业内人士表示，除疫情影响消

费能力，重返国内的林肯也未打开局面，在豪华品牌阵营中缺乏竞争力。徘徊在二线豪

华阵营队尾的林肯，面对豪华车市场早已打响的价格战，份额被不断挤压。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刘晓梦）国内
轿跑SUV在去年开启元年后，吉利、长城、

长安等自主品牌纷纷入局。而在SUV市场

再细分背景下，广汽传祺也入局抢占市场

份额。广汽传祺GS4COUPE近日正式上

市，共推出两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分别为

13.68万元和14.68万元。虽然仅有两款车

型，但对于广汽传祺来说，销量贡献大户

GS4家族谱系进一步扩充，同时广汽传祺

产品矩阵更加完善。

外观方面，GS4COUPE采用相比GS4

车型更加张扬的设计风格，融入更多时尚

元素。大尺寸分体式前格栅采用分离式设

计，闪电翼大灯组跟箭羽式进气格栅营造

出十分激进的视觉效果。大溜背设计加上

暗夜银钩饰条的装饰点缀，也更符合年轻

购车群体的喜好。据了解，之所以让与GS4

同源的GS4COUPE在外观上一改家族风

格，源于广汽传祺对于轿跑SUV市场的调

研结果。结果显示，COUPE车型的消费者年

龄相比一版消费者小5岁。从消费者群体出

发的研发思维，让GS4COUPE在GS4家族

中特立独行。而在GS4COUPE上市后，广汽

传祺GS4也形成普通版、PHEV版和COUPE

版的完整谱系，产品矩阵更加完善。

同时，在动力上，广汽传祺GS4

COUPE搭载1.5TGDI高压直喷发动机，并

加入燃烧控制、高压直喷、低惯量涡轮增压

等多项高精尖技术，最大功率为169马力、

最大扭矩为265牛·米，匹配7速双离合变

速箱。配置方面，GS4COUPE搭载最新

ADiGO生态系统，加入车载版微信、双音

区语音识别、腾讯TAI生态系统、双地图引

擎、车主服务生态、360全景影像、应用商店

生态、远程自动升级等功能。此外，360度全

景摄像头、全景天窗、自适应巡航、电动后

备厢、全液晶仪表盘、LED大灯、自动空调、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主

动刹车等功能也均搭载。

事实上，从宝马X6、奔驰GLECOUPE

到吉利星越，长城有哈弗F7x，长安有CS85

COUPE，国内外车企均开始涉足轿跑SUV

市场。但对于广汽传祺来说，GS4COUPE

的上市更具家族矩阵式打拼的意味。此前，

凭借广汽传祺GS4，广汽传祺进入高速增

长时代。数据显示，2015年，广汽传祺销量

为19万辆，同比增长63%；2016年，广汽传

祺销量攀升至37.2万辆，同比增长高达

90.7%；2017年，广汽传祺销量达50.86万

辆，同比增长36.7%，再创新高。其中，传祺

GS4单车销量达33.7万辆，在SUV销量排

行榜排名第4位。

值得一提的是，当车型高销量遭遇车

市销量走低叠加疫情，如何迈过这道坎，已

成为各车企需要面对的难题。今年以来，走

过前3个月的低迷，今年4月狭义乘用车市

场同比下滑幅度收窄至3.6%，而SUV也出

现4.3%的同比正增长。然而，随着整体市场

复苏，自主品牌头部车企的销量争夺更加激

烈。业内人士表示，作为头部品牌之一，面对

国内存量时代的车市争夺，各家车企均首先

稳定基盘车型。对于广汽传祺来说，在稳固

GS4市场份额的同时，GS4COUPE的加入

至关重要，将细分市场再细分，能够触及更

大市场维度，助力GS4车型家族再拓份额。

押宝年轻消费增量 广汽传祺GS4COUPE杀入细分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