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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6 日 ，LEXUS 雷 克 萨 斯 再 度 首 席 赞 助
2017 年《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
与众多商界领袖
及精英人士云聚一堂，引领一场关于“新物种”的思
想启蒙与新商业复兴，共飨商界智慧盛宴。本届年
会以“甦盛典·新物种商业 TALK2017”为主题，围
绕着商业新物种进化关键词：新技术、新场景、新内
容、新模式解析“新物种时代”底层逻辑，发掘商业
升级背景下的新商业机会，聚集更多共享者和参与
者，
共同创造新商业价值。
LEXUS 雷克萨斯中国市场推广部部长陈忱先
生与嘉宾分享了LEXUS 雷克萨斯品牌进化论，
并表
示：
“雷克萨斯从不曾止步，
我们与时代共同
‘进化’
，
践行着
‘领未见·探非凡’
的全新品牌口号，
在创新之
路上无畏前行。我们始终坚信，
钻研新技术、开发新
产品的最终目的是为客户提供超越期待的生活体验，
是与每一位探享家共同探索更理想的生活方式。
”
伴随“领未见·探非凡”全新品牌篇章的到来，
LEXUS 雷克萨斯以科技为核心驱动力，前瞻未来，
以卓越的产品体验和超越客户期待的品牌体验，呈
现充满激情与质感的生活方式。全新 LS 不仅代表
了 LEXUS 雷克萨斯乃至当今豪华汽车领域设计与
制造的巅峰水准，也标志着 LEXUS 雷克萨斯从产
品层面开启了全新篇章。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北汽新能源 EU400
现车较少需预订

作为北汽新能源旗下电动车续航之最，EU400
补贴后售价15.89万元。办完所有手续后，
大概在16
万元-17 万元之间，
电池可享 8 年或 15 万公里质保。
目前北京各大经销商仅有少量店面有现车，
但也仅有
红色或白色车型，
大部分门店仍需预订，
需要消费者
等待半个月到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才可以提到车。
车价方面，
EU400 优惠幅度较小，
均在 5000 元
左右。不过从多家 4S 店了解到，大部分店面办理
分期可享受 2 年免息的政策。
询问门店销售人员之后了解到，目前 EU400
的销量从上市至今还算不错，订单数量比较可观。
不过因为大部分店面没有现车，也间接性流失了一
些意向用户。现在的置换政策对于有意向以旧换
新的车主来说相当实惠。在最新的置换政策中，对
任意车型任意品牌，不论燃油车还是纯电动汽车，
凡 置 换 北 汽 新 能 源 EU、EX、EV 车 型 均 可 享 受
3000 元额外置换补贴。
文并图/周博文

作为率先布局新能源车的国家之一，中国一贯高
度重视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用强有力的持续
政策，加快推动氢燃料电池产业全面发展研发。
“ 新能
源车预计在 2020 年之后会有飞跃，是质的扩张。”国家
信息中心副主任徐长明在 11 月 2 日的“第五届中韩汽
车产业发展研讨会”
上表示。
以“未来汽车”为主题的第五届中韩汽车产业发展
研讨会，延续前四届的高规格与专业性，研讨会请到中
韩两国汽车行业顶尖权威专家，围绕以氢燃料电池车
为代表的新能源车、智能车联网及自动驾驶技术，展开
了深度的交流与探讨。
会上，徐长明预测，中国未来汽车市场的总规模将
在现有基础上再增长 50%。算法很简单，就是保有量
和销售量都达到峰值的话，它们之间是一种数学关系，
保有量除以报废期限就是销售量。按一辆车平均用 15
年报废计算，保有量除以 15，差不多就是销售量的峰
值。如果考虑限购因素，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应该在
400 辆左右，乘以接近 15 亿人口，将来汽车保有量就是
6 亿辆汽车，除以 15 年报废期，销售量就是 4000 万辆，
比现在增长 50%。
如此巨大的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将占据重要位
置。徐长明判断，
新能源汽车将在2020年之后有飞跃发
展，
并且是质的扩张。徐长明分析，
巨大的汽车消费需求
决定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车。发展新能源车有各种

考虑，
科技部想实现自主品牌的弯道超车，
因此，
制订新
能源汽车政策正是自主品牌销售进入低潮的时候。2011
年到 2014 年，
自主品牌被合资企业挤压得快不行了，
大
家对传统汽车追上国际品牌已经没有信心了，
解决办法
就是希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弯道超车。而其他方面则要
考虑如何解决环境污染及对石油的依赖。
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政府出台了补贴政策、
限购政策和双积分政策。对新能源汽车，中国政府给
予高额补贴。去年，
一辆车可以补到 9 万多元。今年有
所下降，以后则要逐渐淡出。但限购政策依然强有力
支持新能源汽车。以北京为例，买传统燃油车中签率
约为 800：1，而新能源汽车基本是今年申请，明年差不
多就能拿到指标。再加上对公交车、物流车等领域的
直接干预，徐长明预测，差不多可以拉动 100 万辆新能
源汽车销售。剩下的就要看双积分政策的落地情况
了。双积分政策的核心要义就是让生产传统燃油车的
企业掏钱支持新能源车发展。政策支持企业生产新能
源汽车，不生产也可以，但要掏钱买积分。从政府掏钱
补贴到汽车企业掏钱，
后者比前者力度大得多。
徐长明认为，2020 年之后，虽然补贴政策淡出，
但随着双积分政策的落地，拉动市场驱动的因素会上
升 。 目 前 新 能 源 汽 车 的 市 场 是 政 策 驱 动 市 场 ，到
2025 年以后则变成市场驱动市场，这才是最行之有
效的。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现代明年将推出
全新一代氢燃料电池 SUV
在 11 月 2 日的“第五届中韩汽车产业发展研讨会”
上，现代汽车集团环境技术中心首席代表李记相（LEE
KISANG）专务透露，在 2013 年推出 ix35 FCEV 的四
年后，
全新一代氢燃料电池 SUV FE 将在明年量产。相
比上一代车型，FE 的效能提高 60%，最大输出功率提
升 20%，同时实现了世界最高的氢气储存密度。不仅
如此，随着今年 8 月现代 Mobis 环保汽车配件工厂的
建成，现代汽车已然具备年产 3000 辆氢燃料电池车规
模的基础设施，
这在全球竞争公司中已属顶尖水平。在
现代汽车的 IONIQ 新能源项目中，HEV、PHEV、EV、
FCEV 在一个平台中打造并量产，
这是世界首创。
如今，在环境和能源成为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之
时，各大汽车制造商都在加速推进“未来汽车”的业务。
而作为全球首家量产氢燃料电池的汽车品牌，
现代汽车
正在以领跑者的姿态在氢燃料电池车的发展之路上昂
首阔步。李记相表示：
“2015 年，现代汽车在法国推广
氢燃料电池车，目前巴黎拥有 37 辆现代汽车的氢燃料
电池出租车，并拥有 10 万人以上的乘客使用量。可以
说，通过这样的应用和认证，就证明了氢燃料电池车可
以实现量产，
而且能够确保顾客的安全及舒适度。
”
除了现代汽车，
很多汽车企业也在氢燃料汽车上大下
工夫。继2013年现代汽车世界首创量产途胜FCEV后，

2014 年，丰田推出 Mirai，2016 年，本田推出 Clarity。
2017年，
戴姆勒公司介绍了氢燃料电池车计划，
但尚未实
现量产。2018年，
现代汽车将基于2013年上市的途胜氢
燃料电池车推出新一代氢燃料电池车，
2019年，
更多汽车
企业将上市氢燃料电池车。
在第一代氢燃料电池车的基础上，
现代汽车通过努力
在第二代氢燃料电池方面改善了其商品性。李记相表示，
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将能体会到这些改善。为了证实氢
燃料电池的安全性，
现代汽车做了大量的实验和测试。李
记相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
比如火灾实验，
特别是在氢气
罐里充满氢气的状态下，
研究人员用冲撞的方式进行了气
漏性实验等，
氢燃料电池车感知到火灾的威胁，
氢气就开
始释放。正常情况下，
氢气具可燃性。但氢气罐里的氢气
是在高压的状态下瞬间放出的，
因此，
反而会产生灭火的
效果。而汽油车如果起火，
则在 45 分钟后完全被烧尽。
除了火灾方面的隐患，
现代汽车还考虑了冲撞时用电的安
全性。目前的技术可以做到在碰撞发生后四五秒就很迅
速将电进行降压，
以保障不会出现人员伤亡。
对于未来的新能源车发展，李记相表示，环保汽车
最终将会发展到 EV 和 FCEV，它们两个应该不是相互
竞争的关系，而是在市场上起到互补和共存的作用和
关系。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供图/Jessica

广汽传祺“弯 7”
上演漂移大戏

10 月 28 日，广汽传祺“品祺迹 驭无境 没有弯
道的传祺世界”第七季（以下简称弯 7）在京拉开大
幕。传祺 GS7/GS3 领衔全系明星车型悉数登场，
在北京朝阳体育中心上演“特工夺宝”追逐大戏。
世界级 SUV 道具体验，更为京城用户特设新能源
产品专场，给消费者带来极具激情的视觉与体验冲
击。同期举办的大型厂家直销，带来多重豪礼，引
爆消费者购车热情。
得益于广汽传祺优异、扎实的底盘悬挂系统，
Ti POWER 第二代引擎随时迸发强悍的驱动力，
“特工夺宝”上演现实版的追车大片，各种惊心漂
移，将整车爆发力和精准操控淋漓展现。侧倾角高
达 22 度的世界级道具中，传祺明星车型无惧滚轴
路、侧倾坡、颠簸路、驼峰桥、交叉轴等高难度科目，
尽显传祺强悍产品功底。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供图/Jessica

长安福特首家 FSDD 展厅在长沙开幕

35 国青年齐聚北汽研发基地
10 月 27 日，来自 35 个国家的 160 余名青年代
表齐聚北京汽车研发基地，共同出席 2017 国际青
年组织论坛暨北京友好城市青年交流营活动。北
汽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蔡速平在活动上说：
“在
企业创新氛围的引领下，北汽集团有信心在十三五
末实现 450 万辆的年销售目标。
”
本届交流营活动在北汽集团举办主题为“青年
与创新发展”的国际论坛，论坛旨在讨论在政府新
的经济和科技条件下如何完成从传统治理方式向
创新治理方式的转变，青年与科技发展的关系以及
各国青年的创业项目。北汽集团全力支持此次活
动举办，并与各国青年分享自身创新发展成果和经
验，
为论坛贡献北汽的创新智慧。
2017 年，北汽集团在世界 500 强中排名 137
位，并在全球 47 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布局。伴随国
际化进程的推进，北汽集团将迎来越来越频繁的国
际交往，通过产品、技术、服务、人才的全方位交流，
北汽集团将向世界展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
制造。北汽集团目前拥有自主品牌、合资合作、新
能源汽车、零部件、服务贸易、产业金融、国际化、通
用航空、出行服务、改革调整十大业务板块。在此
基础上，北汽集团将通过实施“从传统制造型企业
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型”战略，从整车制
造企业转型为整体出行方案的提供者。
文/本报记者 何登峰

10 月 31 日，在对消费者购买和服务体验进行
了广泛的研究之后，长安福特首家按照 FSDD 标准
改造完成的展厅——长沙力天经销商店正式开
幕。充满活力、创新和数字互联技术的新展厅，轻
松地实现了和消费者的互动交流，为顾客提供前所
未有的购车和售后服务体验。
FSDD是一项福特全球性的项目，
旨在全球范围
内提高消费者在经销商店的客户体验。这个项目从
消费者的关注点出发，
提供他们所期待的展厅体验。
此次的 FSDD 项目，
福特携手 Fitch Design 进
行合作。Fitch Design 是一家专注于提升消费者
体验的公司，并以与耐克和苹果应用商店的合作闻
名于世。Fitch Design 对目前的福特品牌展厅设
计进行了评估，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 62 次经销
商采访，以捕捉世界各地对福特品牌的历史传承和
各地的区域化社交特色。同时，广泛的消费者调研
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素材。例如，在中国，有 70%
的消费者在进入经销商店选购产品之前，会在网上
进行超过 10 个小时的信息搜集。为了方便消费者
在展厅进行实时网络信息搜索和分析，最先进的数

字技术被应用在经销商的展厅设计上。
在中国首家 FSDD 项目——长沙力天经销商
店，既能让消费者感觉到像在家一样的温馨，又能
感受到尊崇的贵宾体验。消费者进入展厅，会发现
接待区域变得更大，也更温馨。大的接待台、数字
化的福特品牌环和迎面而来的数字蓝墙，让刚进入
展厅的消费者感受到福特品牌欢迎的姿态；继续向
展厅里面走，会发现展厅的布局进行了重新规划，
增强了展车的灯光效果，并专门设立了明星车型展
台，消费者能够对所有展示的车型一目了然；而洽
谈室、保险理赔办公室、客户休息区域以及维修接
待区域也装饰一新，区域分明，环境舒适。特别是
在客户休息区域，还人性化地设置了儿童游乐区，
并免费提供咖啡和茶歇、茶点，同时便捷的无线网
络覆盖整个区域。经销商还在休息区为客户提供
了电子大屏和 iPad, 供客户在休息期间上网、看电
影，
甚至观看车间维修进度实时直播。
长安福特将陆续在全国范围内实施FSDD项目，
到2018年年底，
将有约90家长安福特经销商展厅完
成设计更新。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供图/Jessica

燃料电池汽车应有专门政策激励

LEXUS 雷克萨斯
赞助《哈佛商业评论》中国年会

燃料电池汽车
将是新能源汽车未
来 的 发 展 方 向 ，这
一点已越来越成为
各国政府部门和汽
车企业的共识。在
11 月 2 日 的“ 第 五
届中韩汽车产业发
展研讨会”上，同济
大 学 校 长 助 理 、智
能型新能源汽车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余
卓 平 表 示 ，中 国 新
能源汽车政策很
好 ，但 如 何 鼓 励 燃
料电池汽车发展却
不是很明晰。燃料
电池车应该从能源
角度确定明确的政
策，尽早明晰，燃料
电池车的发展就会
更好更快。
余卓平表示，未
来汽车要多元化，动
力要电动化，控制系
统则要智能化。中
国政府对新能源汽
车的发展非常重视，
从十五开始，到现在
已 经 20 年 了 ，一 直
在支持电动车的发
展 。 2014 年 ，国 家
主席习近平在视察
上汽时，明确提出新
能源车的发展是中
国汽车工业从汽车
大国走向汽车强国
的必由之路。所以
这三年应该是新能源车发展
的快速增长期。中国新能源
车的产量急剧的爆发式增
长。今后，这种发展态势应该
仍然持续。
余卓平认为，中国的燃料
电池车一直在发展。在世博会
期间，几个汽车厂商都在做燃
料电池车，
但都是 10 辆以下的
级别，
都处于探索阶段。现在，
上汽集团已推出万辆级的燃料
电池车应用发展规划。
2020 年 ，国 家 对 新 能 源
汽车（纯电动、插电式混动）的
补贴政策将退坡，但对于燃料
电 池 ，国 家 可 能 还 会 持 续 补
贴，这也催生了民间对燃料电
池车发展的高涨热情。
现在很多城市对燃料电
池都关注起来，余卓平认为，
应该会出现新一轮的加氢站
设施建设的发展高潮。余卓
平非常看好燃料电池在中国
的发展，他坚信，在驱动系统
上，将来的电动机一定会装到
汽车轮子上去，电动车一定是
滑板性的结构，就是电机和轮
子成为一体，这将会改写汽车
整个的行驶动力学。在这一
点上，同济大学的相关研究人
员一直很期待，也一直在为此
作努力。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VOLVO 在京
建首家全新标准展厅

日前，位于京北亚奥核心博瑞汽车园区内的北
京祥龙博瑞沃尔沃店举行开业仪式。作为在京地
区首家符合全球全新 VRE 标准的授权经销商，北
京祥龙博瑞沃尔沃店集销售、售后服务于一体，不
仅将为客户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将令众多
热爱 VOLVO 品牌的朋友近距离感受来自北欧的
VOLVO 品牌主张的魅力所在。
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店，按照全新的沃尔沃
VRE 标准进行建设和配备。店内以北欧风格为设
计元素，空间宽敞明亮，被井然有序地划分为产品
展示区、品牌精品陈列区、接待区、客户休息区、维
修区等，延续了沃尔沃一贯简约而高贵的风格。除
了为客户提供优雅的购车环境，店内通过 VOLVO
严格、系统培训和认证的服务顾问和技师团队，为
广大客户带来专业、一流的服务。同时，还可通过
现代化的数据机联网系统，对客户档案、维修进度
及零件库存进行高效的数据化管理。
在刚刚开业的新店中，备受关注的新车型也一
应俱全，包括全新一代 XC90 系旗舰轿车和 S90、
V60 等沃尔沃国产及进口产品。售后服务方面，北
京祥龙博瑞沃尔沃店在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维修和
保养服务的基础上，还将贯彻“以人为尊”的品牌理
念，
推出一系列深受消费者欢迎的服务举措。 在开
业仪式现场，沃尔沃汽车大中国区销售公司总经理
陈立哲先生表示：
“ 2017 年，VOLVO 迎来九十华
诞，我们将启动新产品投放计划，以更好地应对市
场的变化。VOLVO 很荣幸在中国拥有北京祥龙
博瑞集团这样经验丰富、充满热情的投资人和能力
卓越出色的经销商团队。通过和经销商合作伙伴
的精诚合作，我们将不断提升服务标准，兑现我们
对客户的承诺。
”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