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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北京车展

2020北京车展：鏖战“油电”分水岭

而立之年，北京车展再次站在汽车产
业变革的路口。1990年诞生以来，从私人
汽车消费兴起到“老三样”（桑塔纳、捷达、
富康）鼎立，再到中国入世后的外资车企
涌入、自主品牌逐步成长，北京车展见证
着中国汽车工业和车市发展的每一步。今
年，30岁的北京车展，不再是燃油车型一
统展台，此前“唱配角”的新能源汽车参展
比例高达40%，在国际A级车展上首次与
燃油车分庭抗礼。
此前，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项目
专家组组长王秉刚表示，即将发布的《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2.0版已设
定总体目标：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
车约各占50%，汽车产业基本实现电动化
转型。
路线已定，但各车企驶向终点的路径
却各不相同。今年北京车展，造车新势力
“触电”坚决，传统车企则在被电动化浪
潮推着走的同时，依然想延续燃油车的
生命力，在转型路上扮演好“扶上马”的
角色。
其中，造车新势力阵营中，小鹏汽车
将续航里程迈过700公里的第二款量产

合资品牌
加速转型 寻找“双积分”平衡点
新“双积分”政策，对车企节
能减排提出更高要求，相对较
早发布新能源车型的自主品
牌，合资车企来自“双积分”的压
力更加明显。面临“双积分”压力，
本届北京车展，合资品牌间已经
达成共识，通过布局纯电动和
混动车型双战略迈过“双积分”
关口。
据统计，本届北京车展，新
能源车型占比达40%，真正实现
与燃油车型同台竞技。其中，合资
品牌的新能源车型也进入密集
发布期。
值得注意的是，日系品牌开
始真正意义上推进纯电动产品落
地。在本届车展上，日产将推出全
新 纯 电 动 跨 界 SUV—日
—— 产
Ariya。据悉，日产Ariya将落户东
风日产，是东风日产武汉工厂的
首个车型项目。同为日系的本田
也与日产有着相应的默契，本届
北京车展，本田将展示纯电动概
念车，该车型未来将于中国市场
量产，有望在东风本田与广汽本
田进行投放。
不仅是日系品牌，对于国内
新能源车市场一直有明确规划的
大众品牌，也有望带来旗下首款

纯电动车型大众ID.4，而该车型将
在未来投放到“南北”大众进行
量产。
事实上，合资品牌默契地变
换跑道更是因为“双积分”的无法
达标。数据显示，2019年境内乘用
车企中，共有28家车企“双积分”
为负。其中，一汽-大众位于负排
行榜榜首，上汽通用、北京现代、
北京奔驰、上汽大众、东风有限合
资品牌位居负分排行榜前十位。
按照“双积分”要求，在中国
境内销售乘用车的企业（含进口
乘用车企业）出现负积分，需要采
取措施抵偿归零或调整生产与进
口计划；若无法抵偿归零，相关车
企可能无法销售新品。“‘双积分’
已经成为监督企业油耗和排放的
重要指标，如果不能达标，将限制
企业的在华发展。”汽车行业专家
颜景辉表示。

事实上，不仅是理想，还有部
分造车新势力企业也缺席本届北
京车展。其中，尚未实现量产的博
郡已陷入现金流危机。奇点在五
年内投入170亿元后，至今也未
实现量产交付。与奇点类似，低调
的艾康尼克也迟迟没有投放量产
车型。
为吸引年轻消费者，头部造车
新势力企业都将智能化作为关键
发力点。今年9月15日，理想汽车宣
布王凯出任公司首席技术官
（CTO），全面负责智能汽车相关技
术的研发和量产工作。
“眼下，中国汽车市场正加快
迈向智能化。作为与互联网相伴
成长的一代人，“90后”和“00后”
年轻消费者更青睐智能化的汽
车，如何满足这些消费者的需求，
将成为造车新势力需要思考和解
决的问题。”业内人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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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态参展。以今年销量逆势增长的豪华品
牌阵营为例，宝马带来纯电动SUV车型
iX3以及i4概念车，加入新能源汽车市场
竞争。同时，在传统燃油车板块，全新一代
5系也同时登场，“隔壁”的奔驰拿出全新E
级车型与之抗衡。而旗下车型相继完成换
代的奥迪，则推出全新一代A3车型，向20
万元区间市场要销量，指向明确。
值得注意的是，站在“油电”分水岭的
北京车展，不仅两种技术路线同台交锋，
国内愈发激烈的车市竞争，也让车展成为
车企“迎来送往”的舞台。小鹏、赛力斯、高

合HiPhi、天际及合众等新面孔首次登陆
北京车展，而华晨、宝沃、海马、众泰、力
帆、汉腾、君马、陆风、斯威、猎豹等自主品
牌，云度、爱驰、前途3家造车新势力，以及
阿尔法·罗密欧、法拉利和雷诺3家跨国车
企，则已成过客。
北京车展已开启新30年征程，如果说
今年北京车展是燃油与电动化两条发展
路径的十字路口，电动化是条单行线，造
车新势力已在路上，传统车企则在待转区
等候，准备起步。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自主品牌
燃油车上攻受阻 另寻新能源路径

合资品牌

合资品牌正通过布局纯电动和混动车型双战略迈过“双积分”关口

自主品牌

自主品牌借高端新能源车型开启牌新一轮高端化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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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车新势力
格局大洗牌 竞逐智能化
“中国市场还需不需要新品
牌”的争论，在造车新势力车企中
得出两种不同答案。蔚来、威马、小
鹏、天际、合众等给出肯定答案，在
本届北京车展登台参展。而博郡、
奇点、艾康尼克等则以缺席的方
式作答。
本届北京车展，小鹏汽车携
旗下轿跑P7、紧凑型SUVG3i亮
相，其中小鹏G3i为基于小鹏G3的
进化产品。合众汽车全新概念车
Eureka03及第三款量产车哪吒
V也将亮相车展，其中Eureka03
概念车定位纯电动四门轿跑，哪
吒V则定位于纯电动小型SUV。
SUV被造车新势力们热捧不
难理解。近年来，SUV已成为最受
国内消费者欢迎的乘用车产品。
与SUV相比，轿跑市场份额较小。
不过，在业内人士看来，SUV市场
竞争极为激烈，而轿跑市场还未
饱和，同时也受到年轻人青睐，在
该市场上还有机会。
令人意外的是，头部新势力车
企理想汽车缺席本届北京车展。数
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蔚来销量为
1.76万辆，位列国内造车新势力首
位，理想、小鹏、威马分别位列第
二、三、四位。

车型P7带上展台，而紧凑型SUVG3i在
比拼软件实力，作为G3车型升级版，该车
型内装高通820A芯片和Xmart OS2.0
系统，相比小鹏G3的系统运算能力提升
700%，流畅度提升30%，存储能力提升
33%。合众汽车全新概念车型Eureka03
及第三款量产车哪吒V也同时亮相展台，
分别主打轿跑和SUV两大纯电动车型细
分市场。
面对造车新势力软硬件双线发力，拥
有燃油车基盘市场的传统车企则以在燃
油车领域竞争不掉队、兼顾电动化转型的

造车新势力

面对车市销量下行、市场份
额缩减压力，高端新能源车型正
成为越来越多自主品牌新一轮高
端化尝试的关键发力点。
根据计划，北汽集团旗下全新
中型电动SUVARCFOXαT将
在本届北京车展期间正式上市。
ARCFOX为北汽集团旗下高端新
能源汽车品牌，此前曾推出两款概
念化车型，本次车展亮相的αT为
该品牌旗下首款量产车型。
同时，作为国内四大汽车集
团之一，东风汽车旗下高端电
动品牌岚图首次参加北京车展。
此 外，纯电动SUV上汽荣威R
MARVEL-R也将在本届北京车
展上公布预售价格。
事实上，在切入新能源汽车高
端市场前，自主品牌早已尝试通过
燃油车型向上突围，但大多并未如
愿。2016年，东风旗下自主品牌东
风风神推出旗舰燃油车型东风
A9，但该车销量表现并不理想。
对于自主品牌而言，高端之
路虽然艰难，却也不得不走。随着
车市销量持续下行，以及豪华、合
资品牌下探，自主品牌生存压力
越来越大。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
认为，自主品牌高端化之路应该
尽可能另辟蹊径，布局主流合资

品牌尚未完全发力的市场。
显然，新能源汽车市场较为
符合这一要求，去年下半年开始，
主流合资品牌量产新能源车型才
相继投放市场。在汽车行业分析
师张翔看来，与通过燃油车型冲
击高端相比，自主品牌通过新能
源汽车冲击高端，成功机会相对
更大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高端新
能源车型集中推出，自主品牌正
全面布局电动化。目前岚图品牌
已制订10年产品规划，十年内将
推出9款车型（含SUV、MPV等），
包括纯电动与混合动力。
此外，吉利汽车在近日回复
深交所问询函时也明确表态，在
新能源汽车领域，当前吉利汽车
采取全技术路线布局，即同时涉
及48V轻混技术、油电混动技术、
纯电动技术、燃料电池及甲醇燃
料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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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品牌
“油电”双线发力“赶考”存量市场

头部造车新势力企业均将智能化作为关键发力点

豪华品牌

豪华品牌保持燃油车板块均衡状态的同时，在电动化上也暗自较量

作为今年首个国际A级车展，
本届北京车展更成为豪华品牌间
竞争的舞台。BBA（奔驰、宝马、奥
迪）领衔下的各豪华品牌，在本届
车展保持燃油车板块均衡状态的
同时，在纯电动车型上的较量也
逐渐显现，“油电”双线作战，已成
为各豪华品牌谋求市场增量的新
路径。
本届北京车展，宝马新款5
系、全新4系双门轿跑车、新款6系
GT等车型都将公布售价。其中，
作为战略车型，去年宝马5系车型
在华销量超过17.3万辆。为对抗宝
马5系，新款奔驰E级长轴距版也
将在本届北京车展首发。
与奔驰、宝马在中高级车型板
块较劲相比，本届北京车展奥迪
则补齐走量车型短板，全新一代
奥迪A3正式推出，这也是今年下
半年奥迪最重要的一款新车型。
在燃油车市场暗自较劲的局
面下，豪华品牌的纯电车型在本
届北京车展开始集中提速。其
中，宝马带来刚刚发布的纯电
SUViX3车型，同时宝马i4概念

车也在本届车展迎来中国首发。
除BBA，一直深耕混动市场的雷
克萨斯也带来LF-30概念车型。
事实上，在电动化成为未来
趋势背景下，新能源车型比重的
提升，让各豪华品牌也通过调整
产品阵容，以期在新的市场竞争中
抢得先手。数据显示，去年中国纯
电动汽车保有量升至310万辆，达
到自2014年以来的历史新高。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
大多豪车品牌都有明确的新能源
汽车时间表。其中，宝马计划到
2025年，推出的新能源产品将达
到25款。奔驰方面也表示，将重点
发展新能源汽车市场，未来几年
将在全球推出超过10款纯电动车
型，其中多款将引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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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濮振宇/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