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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款合资车摘得
C-NCAP 五星
9 月 9 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了 2017
年度 C-NCAP 第三批车型评价结果。本批发布的
结果共涉及 6 个车型，其中包括 2 个 A 类车、1 个 B
类车、2 个 SUV 车型和 1 个 MPV 车型。其中，上汽
通用雪佛兰探界者 535T 驭界版、华晨宝马 1 系
118i 运动型和一汽马自达 CX-4 2.0L 自动两驱蓝
天活力版获得五星评价。
除获得五星评价的三款车型之外，新圣达菲
1.5T 手动两驱精英型、一汽森雅 R72017 款 1.6L 自
动尊贵型获得 4 星成绩，而力帆轩朗 1.8L 手动舒适
型仅获得了 3 星评分。
此次发布评价结果的 6 个车型分属 4 个组别，
均按统计的销量较大配置选取，能够反映出该款车
型实际安全水平。总体来看，评价结果有一定的区
分度。大部分车型装备了 ESC、前排乘员侧安全带
提醒装置、侧气囊等对安全促进效果明显的装备，
并且为提高后排乘员安全保护效果，后排安全带限
力器和预张紧器等应用也越来越多。
文/本报记者 吴鹏亮

启辰启动
D60 品质大挑战

9 月 11 日 ，由 启 辰 汽 车 联 合 易 车 网 发 起 的
“100000 公里不间断，全新启辰 D60 品质大挑战”
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全新启辰 D60 将以北京为起点，途经太原、重
庆、广州、长沙、武汉、杭州、青岛，最后于 12 月下旬
返回北京。共计穿越 8 座城市，历时长达 4 个月，完
成一场 100000 公里不间断的汽车马拉松，让全国
媒体与消费者共同见证全新启辰 D60 的品质实力。
全新启辰D60 是东风启辰正式成立后的第一款
轿车，也是东风启辰第一款启用全新 LOGO 的车
型。这标志着，
全新启辰D60将作为东风启辰品牌发
展新阶段的排头兵，
引领品牌开启
“魅力启辰”
的新篇
章。可以说，
全新启辰D60是在启辰诞生的9款车型
上的进化与升级，
是启辰 7 年来积累的科技、研发的
集大成者，
代表了目前启辰的最高水准和技术。
在启动仪式三天前，全新启辰 D60 于郑州亮相
发布，
并宣布预售价为 7 万-11 万元。定位为
“高品
质智联轿车”的全新启辰 D60，从外观造型到个性
需求方面，都大大提高了品质要求，为广大车主提
供更高端、更智能、更舒适的驾乘体验。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供图/Jessica

保时捷开展服务体验日
日前，保时捷售后服务体验盛会在北京金港保
时捷中心拉开帷幕。此次体验日以安全出行为主
题，是保时捷中国联合全国保时捷中心为客户精心
打造的第三轮服务体验活动。
本次活动通过不同形式的互动体验，诠释了定
期保养、更换原厂配件对车辆可靠性和安全出行的
重要意义，并为客户生动、全面地解析了保时捷售
后服务的核心价值。
此次体验活动共设定 5 个互动区域，分别介绍
了与车辆安全驾驶息息相关的主要产品。在“制动
液-净享随行”
和
“刹车盘/片-尽在掌控”
环节，
专业
人员通过现场试验，为客户展示了新旧制动液和新
旧刹车盘/片在驾驶过程中呈现的不同效果。在
“轮胎-耐力十足”互动环节中，专业人员通过对新
旧轮胎磨损程度的对比，提醒客户在日常驾驶中应
加强对轮胎各项指标的定期检测，以确保享受卓越
性能的同时，更能无忧相伴。与此同时，专业人员
还介绍了儿童安全座椅和指示灯的使用。
文/本报记者 吴鹏亮

SUV 还能火多久

自 2012 年始，中国 SUV 市场就进入了高速增
长期。到 2016 年，SUV 的销量已达到 944 万辆，占
整个乘用车市场的 37%。今年上半年，SUV 增长
率为 16%，而轿车却是负增长 1.3%。1-6 月份，
SUV 销量约 450 万辆，
占乘用车市场的 44%。
SUV 为何连续多年高速增长？它的顶点在哪
儿？在 2017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业内
人士就此话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SUV 增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一汽轿车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咏认为，城市 SUV 热有其
必然性和合理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随
着中国消费能力的提高，7 万-12 万元价格区间的
刚性需求比较大。第二是自主品牌企业的发展刚
好有能力造出这个价位的 SUV，主要是城市 SUV，
并与同等价位的合资企业低端三厢或两厢车形成
了跨越级别的错位竞争。在这个竞争当中，自主品
牌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三，从产品自身的特点上来
看，SUV 空间大，通过性强，功能实用性好，安全性
好。至少给用户尤其是女性用户安全感觉非常好，
开起来很有面子。颜值也不错。第四，基于以上特
点，用户愿意为 SUV 支付稍高一点的价格。这使
厂家生产和销售 SUV 有更好的利润。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裁范炘认为，
中国整体汽车市场发展不均衡，顾客对 SUV 的复
合需求也不太一样。比如一二线城市是城市 SUV
的天下，因为其满足了年轻但收入已经到中上左右
的族群的使用需求。三到六线城市，交通状况还不
太好，车辆通过性是很重要的考量点，预计三到六
线城市，
SUV 还会继续爆发。另外一点就是女性驾
驶者对 SUV 的偏好，目前国内女性驾驶者还是偏
少，这是未来一个很大的成长市场。范炘认为，中
国在未来几年，
广义 SUV 市场份额仍将持续增加。
上汽商用车技术中心副主任兼总工程师郝景
贤认为，从大的市场结构来讲，中国和美国的市场
结构其实越来越接近。比如喜欢三厢轿车、喜欢大
车。这令 SUV 在美国和中国都非常流行。另外就
是消费用户的年轻化。年轻用户追求个性化，希望
自己的车子和父辈不一样，因此，SUV 热潮仍将持
续一段时间。
中德诺浩（北京）教育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孙勇发现，SUV 不仅仅在中国，在全球
都是快速向上的态势。当然，
最高占比还是中国，
大
概 44%左右，美国的数字是 39%，而且，还是往上
走。其中原因首先是全球特别是在中国对个性化的
表现，
在这个创新的时代，
人人都有诉求。第二个原
因就是供给的能力。有了需求之后，汽车企业完全
有能力造出满足需求的城市型 SUV。

SUV 仍有 5 年正增长期
SUV 的顶点在哪？胡咏认为至少还有五年的
增长期。胡咏表示，汽车的车身形式在今后几年中
会面临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有两个驱动力，第一
是低碳电动化和智能化，技术本身带来对车身形式
的实验性的变化。第二就是站在用户的角度，消费
者的消费需求及厂家供给需求的提升也会带来汽
车车身形式的巨大变化。大家会感觉到未来的汽
车越来越不像今天的传统汽车。即使在这样的变
化中，今天 SUV 所具有的这些优势，比起传统的轿
车仍然存在。
范炘认为，可能一两年之内所谓广义的 SUV
就会超过轿车，继续成长 5 年应该不是大问题。另
外，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未来 SUV 的使用方式可
能会有所变化。
郝景贤认为 SUV 超过轿车毫无疑问，当其
市场占有率达到 50%时，将是一个关键点。届
时，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或者说消
费者本身都将产生更多分化，将
影响 SUV 在市占率达到 50%后，
还会不会继续发展。
对 此 ，孙 勇 则 更 乐
观。基于之前做进口车时
的数据，2008 年时，进
口车市场 SUV 的市场
占比达到了 63%，
现在基本上在
60% 上 下 波
动。参考这

个数据，
孙勇认为，
SUV 还有比较大的上升空间，
其
占比应不仅仅是 50%。现在大热的互联网造车，造
的车绝大部分都是 SUV，引领了年轻人的购车潮
流。这些智能化 SUV 可能会令市场再继续往上走。
斑马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郝飞认为，
无论是总量还是比例，都很难预测 SUV 的未来。
SUV 这个细分市场已逐渐进入到白热化竞争，
在这
样一个产品趋于同质化，靠打价格战来进行竞争的
市场当中，
靠什么去推动后续不断增长份额，
以及拿
到自己的份额，
是所有汽车企业共同研究的问题。

未来 5 年竞争加剧
既然 SUV 这么火热，企业应不应该进行产品
结构调整呢？
胡咏认为，单一的 SUV 市场足以支撑一个企
业集团的发展，比起某一企业要覆盖全部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做好 SUV 市场的深耕。反过来讲，
SUV 产品线和产品布局还不够完整的企业应快速
布局 SUV 产品，目前，无论是自主品牌企业还是合
资企业都在这么做。胡咏认为，SUV 真正的竞争
刚刚开始。未来 5 年将是自主品牌和自主品牌之
间、自主品牌和合资企业之间激烈竞争的 5 年。
范炘认为，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汽车市场的
发展好像是跟着国外的市场发展在走，甚至有些时
候是晚几年。但是在 SUV 或者说跨界车市场，其
实已经与国际市场并驾齐驱，
甚至是超前。
郝景贤认为，究竟专注于某一个细分市场还是
扩大产品阵营，每个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品牌特点进
行差异化调整。从整个行业的总规律、企业经营风
险、产品开发平台和如何来实现规模的经济来讲，
郝景贤不主张太关注某一细分市场。特别是作为
一个集团运营的话，还是应该让自己的产品有适当
的覆盖面，
这样才能实现规模经济。
孙勇认为，在 SUV 产品布局上，自主品牌企业
做得相当不错。这是我自己认为，而且生产出来的
产品应该从品质来讲应该也是相当不错。自主品
牌应该在未来的三五年时间里，好好把三四五线城
市市场营销做好。
郝飞认为，自主品牌 SUV 增长非常快，但低端
产品仍大量充斥整个市场。当下一阶段也就是低端
产品或者说 10 万块钱左右的 SUV 市场竞争白热化
以后，
要想真正满足消费者对于 SUV 个性化产品需
求，保持差异化竞争优势，给用户带来真正的好的
SUV消费体验，
将是所有汽车企业应该考虑的事情。

自主品牌 SUV 价格上探空间有限
汽车都有一个价值愿望，
就是向更高端走，
自主
品牌 SUV 能不能卖到 20 万元、
卖到 30 万元？
胡咏表示，说到价格上探，三个趋势非常明
显。第一是民族品牌价格适当上探是个规律。第
二合资品牌的价格下探也是个规律。第三整体汽
车市场价格下探也是个规律。
为什么说民族品牌价格一定要上探？胡咏表
示，第一是品牌成长的必然，大家知道自主品牌处
在成长期，无论是技术能力、品质、成本优势，还是
口碑，都在成长过程当中。第二个原因是迭代的必
然，每一个品牌都要为自己的忠诚用户提供换驾产
品，今天开这一代产品，过几年要换车，换什么呢？
大家总是希望换更好的车，或者是更贵一点的车。
那么从这个意义角度讲，如果自主品牌不能满足用
户的需求，就没有明天。第三个就是技术升级的要
求，成本的压力逼迫自主品牌必须要提高品牌溢价

能力。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胡咏认为自主品牌价格
上探的空间十分有限，说到底，企业还得靠技术进
步，成本优化。市场不会给自主品牌更多的机会，
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范炘表示，这几年本土品牌的发展力道非常强
劲。原因之一是越来越多购车者年轻化，尤其是
90 后、00 后对所谓国际品牌的优势概念正在慢慢
淡化。另外，自主品牌产品的技术提升和质量提升
非常大，而且非常重视品牌。再努力几年，把品牌
再加强，自主品牌很有机会将与国际品牌的差距继
续缩小。
郝景贤认为，自主品牌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
丝毫不差于合资企业，唯一欠缺的就是品牌影响
力，这需要积累，需要沉淀。现在年轻客户去品牌
化，去权威化，再过 5 年，更新一代的年轻消费者对
品牌的忠诚度会更低，这对自主品牌是很好的机
会。因此，自主品牌的产品价值包括价格往上走是
必然的，过去，自主品牌在 10 万元以下与国际品牌
竞争中占据优势，现在，在 10 万到 15 万元区间，自
主品牌已经是主流产品，或者说与合资企业相比，
各有侧重。
未来，10 万到 15 万元区间依然是自主品牌主
流阵地，在 15 万到 25 五万元区间的部分细分市
场，自主品牌产品或者已能够与合资企业面对面进
行竞争，特别是随着年轻化客户到来。郝景贤认
为，
这一天早晚会到。
孙勇表示，对自主品牌很有信心。他认为，自
主品牌高端化是趋势，自主品牌高端化有两股力
量，一股力量是传统的汽车企业不断往上，另一股
力量就是互联网 SUV 新军的加入。孙勇认为，明
年或者后年，自己及周围的很多人都会把自主品牌
高端化产品纳入购车计划。
郝飞认为，中国轿车未来的消费主力是泛 90
后，泛 90 后很重要的特征是伴随互联网而生，他们
认为如果一辆车不是互联的，是不可以被接受的。
所以，智能网联汽车在中国将有大发展。针对泛
90 后人群研究时，郝飞发现，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
相对较低。年轻消费人群特别看重口碑。真正智
能化产品一旦有了好的感受，合资企业也好，独资
品牌也罢，
与自主品牌其实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有最大的互联网电商
市场、电子支付市场，在互联网内容服务等方面已
形成了非常特定的差异化优势。在传统汽车技术
上，自主品牌也许是在接近或者追赶国际品牌，但
在智能网联技术方面，已经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分
界线，那就是中国市场和中国以外的市场，这个变
化无疑将给中国自主品牌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

多维度竞争应对 SUV 危机
随着双积分制度落地，燃料消耗限制 SUV 和
碳排放双积分，也势必会带来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SUV 潜伏的危机在哪里？
胡咏更愿意用机遇的办法来说危机。可以概
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在颜值就是真理的今天，
SUV 要继续把自己的颜值做好。第二句话，在技
术进步飞快的今天，SUV 要体现它的原本，就是成
为新技术的搭载者，包括解决轻量化和排放问题。
第三句话，SUV 的发展必须代表未来的方向。未
来的汽车既是行走在公路上，也是行走在互联网
上。如果做到以上三点，胡咏认为 SUV 没有危机，
只有发展的机遇。
范炘认为，车辆本身就是载具，汽车就是装四
个轮子的手机，可以再公用化一点，再智能化一点，
再自动化一点。当汽车走向个性化时，可能在共享
化方面就会受到一些挤压。
郝景贤则表示更喜欢用挑战这个词，他认为，
SUV 主要面临未来两个挑战，短期是双积分，长期
就是共享化。
孙勇认为，在即将到来的自主品牌和合资企业
之间的 SUV 竞争中，自主品牌应做到“一上一下”，
“一上”是用智能化和电动化这两个手段来上攻，
SUV 的品牌上攻必须借助这两个手段。
“ 一下”就
是深耕三四五线市场。如果能做好“一上一下”，自
主品牌 SUV 有可能战胜合资企业 SUV。
郝飞认为，在 SUV 已从蓝海马上变成红海时，
单靠一个维度竞争肯定不够，应该把电动、网联、智
能、共享等所有维度都充分发挥出来，这样
才能有更多的机会。
文/ 本报记者 李东颖
供图/Jessica

北汽盯紧
新能源动力电池
9 月 9 日，
“孚能科技（北京）新能源动力电池项
目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北京汽车产业研发基
地举行。
根据协议内容，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政府、北京
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三方
达成战略合作，将在顺义区共同建设新能源汽车动
力电池研发与制造基地，
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约 80
亿元人民币，形成年产 8 GWH 电芯与电池包生产
能力。项目建成后，将对北汽集团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提供重要的配套支持，并将进一步完善北京市
及顺义区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产业链。
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是我国主要的汽车集
团企业，目前已发展成为整车研发与制造、通用航
空产业、汽车零部件制造、汽车服务贸易、投融资等
业务的国有大型汽车企业集团。2017 年北汽集团
位列全球 500 强第 137 位。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车产业经过近年发展，位居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领军地位。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是全球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产业知名企业，主要生产新能源汽车三元
锂动力电池及相关产品，产品技术优势明显，是北
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业务重要的电池
资源战略合作伙伴。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到 2025 年将推出 25 款电动车

宝马强攻电动汽车

宝马将强势发展电动汽车。日前，宝马集团董
事长科鲁格在法兰克福车展前夕的展望致辞上表
示，在电动出行方面，宝马集团依然将是高档车细
分市场的领导者。到 2025 年，宝马将提供 25 款电
动车型，其中 12 款为纯电动车型。宝马集团旗下
各品牌和车型系列都将增加电动车型的比重，其中
也包括 Rolls-Royce 和 BMW M 车型。到 2017
年年底，将有超过 20 万辆宝马集团的电动车行驶
在世界各地。
宝马集团把推动未来出行的四大战略方向总
结 为“ACES”：自 动 化（Automated）、互 联 化
（Connected）、电动化（Electrified）、服务化（Services）——尤其是出行服务。这些是宝马集团面
向未来的全新“第一战略”的关键要素。如今，宝马
集团更像一家科技公司，并已经在以上四个方面提
前布局。
作为电动出行的先锋，宝马早在 2008 年就开

始测试 MINI E 电动车型。宝马将这些宝贵经验融
入宝马首款纯电动量产车型——
“天生电动”的
BMW i3。自 2013 年上市以来，BMW i3 已成为
细分市场最畅销的电动车。目前，宝马正成功地将
BMW i 的技术应用于 BMW 主品牌的更多车型。
截至今年秋季，宝马将在全球投放共计 10 款电动
产品：包括 9 款电动车和 1 款电动踏板车。今年，宝
马将向客户交付 10 万辆电动车型。
作为全新“第一战略”的一部分，宝马的目标是
大幅提升大型豪华车的销量和收入。BMW X7 和
BMW 8 系将起到关键作用。BMW X7 概念车已
经展示了大型运动型多功能汽车也能搭载电力驱
动系统。宝马集团旗下各品牌和车型系列都将增
加电动车型的比重，其中也包括 Rolls-Royce 和
BMW M 车型。
目前，宝马集团各工厂都在为电动出行做准
备 。 未 来 ，宝 马 的 每 一 款 车 型 都 将 有 多 种 驱 动

系统可选。两种灵活的车型平台和一个灵活的
生 产 网 络 将 保 证 我 们 对 市 场 作 出 迅 速、高 效 的
反应。
在电动出行方面，宝马集团依然将是高档车细
分市场的领导者。到 2025 年，我们将提供 25 款电
动车型，其中 12 款为纯电动车型。法兰克福车展
上，
宝马展示了首款 MINI 电动车型的概念车，
量产
车型将于 2019 年发布。此外，宝马还将在 2020 年
推出首款 BMW 纯电动车型—— X3。从这款纯电
动的 X3 开始，所有纯电动的 BMW 车型都将划归
BMW i 品牌。宝马对外公布，将在 2021 年推出
BMW iNEXT 这款非常创新的先锋车型。法兰克
福车展上，宝马还展示了电动发展计划中的另一个
重大里程碑：
一款定位于 BMW i3 和 BMW i8 之间
的四门纯电动车型概念。宝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把它变为现实。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