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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销售一辆新车需要交易两辆二手车

未来车市会是什么趋势？2017 年的北京车市
数据已经可以窥见一斑。根据北辰亚运村汽车交
易市场（以下简称北亚车市）披露的 2017 年车市信
息，在限购的车市环境下，2017 年北京新车销量实
现 了 48.29 万 辆 ，同 比 上 一 年 449800 辆 增 长
7.36%，增幅高于全国 4.32 个百分点。同期二手车
交易量达到 70.60 万辆，
同比去年 670600 辆次累计
增长 5.28%，二手车超过新车销量 46.20%，新旧车
交易比例 1 比 1.46。去除摇号的 9 万辆指标购买及
异地上牌量，北京车市每销售一辆新车需要成交两
辆二手车来换取，
趋向成熟市场特征。

“一升一降”
成去年车市趋势
从 2017 年北京车市的数据来看，新车、二手车
已经开始呈现
“一降一升”
的趋势。
分季度看，京城新车销售呈现前高后低的趋
势，
四季度环比三季度下滑 6.61%，
四季度销量同比
下滑 12.20%；新车销量下半年较上半年下降了 3.7
个百分点。而二手车交易量则恰恰相反，四季度成
交 过 户 辆 次 环 比 三 季 度 增 长 0.16% ，同 比 增 长
10.61%；
下半年成交过户辆次较上半年提升了 8.08
个百分点，
与新车交易逆差越来越大。
北辰亚市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出现下半年二手
车销量增长势头超过新车销量的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北京市政府淘汰国Ⅰ、国Ⅱ老旧车报废补贴、
限行等政策促动了二手车交易量的增长；二是此前
实施的新车两大利好政策的效力下半年出现了一
定程度疲软，多项政策叠加，导致京城车市出现了

新旧车
“一降一升”
的市场特征。

12 月车市能看懂 2018 年走势
从 12 月份的数据看，
北京新车销售量为 42100
辆，环比增长 11.08%，高于全国水平 7.61 个百分
点，但是同比下滑了 18.88%，降幅高于全国 18.78
个百分点。而二手车过户交易量为 66800 辆次，虽
然环比下滑 3.61%，
但是同比增长了 9.15%。
“从 12 月份的数据看，
2018 年北京新车处于消
费积淀期，活跃度会弱于去年，需要活跃的二手车
交易来拉动。预测 2018 年新车交易持平或微负增

长，二手车同比正增长。”北亚车市的相关人士说。
从二手车外迁率来看，12 月份京城二手车外迁率
46.41%，新旧车交易比例 1 比 1.59，二手车成交过
户辆次超过新车交易量 58.67%，超过 2017 年全年
平均外迁率为 39.24%，二手车交易拉动新车销量
的车市特征已经开始显现，车企应该密切加强对于
北京车市的研究和评估。
进口车业务也出现较大的波动。12 月份，
京城
进口新车销量为 3600 辆，环比下滑 5.26%，同比下
滑 16.28%，占新车总销量的 8.55%。2017 年全年
来看，占比为 10.77%。从季度变化来看，进口车销
量四季度环比三季度下滑 14.50%，四季度销量同
比去年下滑 15.92%。进口车成交下半年较上半年
下降了 12.27 个百分点，
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新车增长 7.36%是怎么来的？ 实际上，2017
年 8 月份之前，
北京车市新车销量都要好于往年，
主
要是由于 2016 年的利好政策刺激新车、进口车上
半年稳步增长，但也使京城部分消费提前释放。到
9 月份之后，
这一波行情才宣告结束，
新车销量开始
出现了下行趋势。
尽管如此，京城新车销量增速仍然高于全国
4.32 个百分点，这不得不说京城车市需求旺盛，所
不同于全国的主要是二手车市场受到限迁的抑制，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京城车市下半年的持续增长。
但是业界欣喜地看到，今年北京二手车市场也开始
受到较大的利好消息影响，
一是二手车限迁在 2017
年下半年开始有所松动，京城二手车外迁率上升趋
势显现；二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调

整汽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宣布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由 50%上升至
70%。这两项政策将激发二手车市场活力，
为 2018
年车市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些市场人士预测认为，在这几大利好的消息
的促动下，
2018 年京城新车销量可能会出现前低后
高的特征，其主要是由于二手车交易在 2018 年将
出现一个稳步升量的过程，从而逐步拉动新车销
量。当然，
这一变化表现得会比较温和。

指标锐减对于车市的影响
再来看看摇号对于北京车市的影响。2018 年
小客车指标总量从 15 万个降至 10 万个，其中新能
源指标保持 6 万个不变，
普通指标由 9 万个减少至 4
万个。其中普通车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
的 95%，共计 3.8 万个。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
配额的 4%，共计 1600 个。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占
年度指标配额的 1%，共 400 个。新能源指标方面，
个人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 90%，共 5.4 万
个。单位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 5%，共计
3000 个。营运小客车指标额度占年度指标配额的
5%，
共 300 个。
可以说，指标量的缩减对于车市的影响是一定
的。但是所不同的是，
今年还有一个新规定：
个人购
车指标有效期将从过去的半年调整为一年。这一变
化意味着，
今年会有更多人把购车计划拖后，
这也是
2018年车市会出现
“前低后高”
的一个原因。
文/本报记者 何登峰

北汽发布 2018 年发展战略
上周，北汽集团发布 2017 年经营业绩及 2018 年发展战略，其中提出 2018 年目标为整车销量 290 万辆，挑战 300 万
辆；营业收入 5200 亿元，挑战 5500 亿元。针对外界备受关注的北汽新能源上市事宜，北汽集团相关人士也对外释放消
息称：
计划 2018 年实现上市。 据了解，
在中国汽车市场整体呈现 3.07%微幅增长的形势下，
北汽集团 2017 年依然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2017 年北汽集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4703.4 亿元，同比增长近 700 亿元，增幅 15.8%，利润增长 14.4%。其中，
北汽新能源实现整车销售 10.3 万辆，
同比增长近 1 倍，
创历史最好成绩，
全国纯电动市场占有率 24%，
同比提升 3.7%。

去年整车多点突破
据了解，2017 年，各整车业务板块实现多点突破。其中，北
京奔驰全年销售 42.3 万辆，
同比增长 33.3%，
营业收入破千亿元，
同 比 增 长 35.9% 。 福 建 奔 驰 全 年 销 售 2.14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88.5%。北汽越野车销售 2.7 万辆，
同比翻番。北京现代在困境中
表现出了强大的耐力和韧性，
下半年以月销 8 万辆的业绩重回主
流车企的行列。
2017 年，
北汽集团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以科技创新与技
术进步打造发展的强劲动力：北京新能源科技创新中心在北汽
集团挂牌；2017 年北汽集团与戴姆勒携手投资人民币 50 亿元，
建立纯电动车生产基地和动力电池工厂；北汽产投发起设立了
安鹏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基金，
规模超百亿元。

北汽新能源今年要上市
2017 年，北汽集团提出，要向全新的发展阶段进化，开启以
全面新能源化为重要特征的北汽集团新能源汽车发展 2.0 时代，
全面实施“引领 2025 战略”。该战略的主要目标可以概括为“达
成一个总目标”、打造“两个世界级”、
“ 实现三个引领”，即：到
2025 年，北汽新能源要实现“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确保新能源
汽车市场份额全国第一、全球前三；打造“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
科技创新中心”和建设“世界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实现市场引
领、技术引领与模式引领。
此前，
北汽集团已经通过转让的方式获得 S*ST 前锋股份，
并
推进股改工作。从目前的进程推断，
北汽新能源 A 股上市进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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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进入实质性启动阶段。据北汽新能源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2018
年上半年有望公布结果，如果借壳成功，北汽新能源将成为中国
新能源汽车第一股。据北汽新能源总经理郑刚透露，
北汽新能源
2018 年将以全新 EC+EX 形成
“国民车”
组合，
重点强化三四线市
场普及；
全新 EU 轿车+ET 系列 SUV 重点进入一二线市场；
另还
将打造 400 公里以上车型。2018 年，北汽新能源目标销量为 15
万辆，
目标收入 190 亿元，
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新能源车企。

集团人事 5 年一个周期
与此同时，北汽集团宣布了一系列重大人事变动，涉及自
主、合资等多个板块。其中包括：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李宏鹏升职，现职位由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管理总经理张焱接任；北京汽车销
售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建军调至华夏出行任职；北京现代副总经
理吴周涛接任北汽销售公司总经理一职；北京现代销售管理室
室长樊京涛接任吴周涛一职；北汽集团整车事业本部副本部长
刘诗津调到北汽集团经营管理部等。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说：
“这是一次正常的轮岗和岗位交
流。”两年前，北汽集团按照要求制定了重要岗位人员轮岗的制
度，规定一期为五年，除极特殊重要岗位实在轮不了的可延长一
段时间外，
到期后必须得换。此外，
北汽集团内部还有一个
“三交
流”制度。所谓三交流，指的是：机关管理层，必须要到下面企业
交流；合资企业和自主企业要做交流；整车企业和包括海纳川等
在内的业务关联单位，
要做横向交流。
文/本报记者 何登峰

轻享出行成立生态战略联盟

1 月 18 日，北汽新能源轻享出行举行“生而共享，自在出行
——轻享生态战略联盟成立暨三亚开城仪式”
，
在国网电动汽车
公司、
中国人寿、
携程、
芝麻信用、
特来电、
万马新能源、
星星充电
等生态战略合作伙伴代表的共同见证下，轻享生态战略联盟宣
告正式成立；
轻享将联合充电网络、
智慧停车、
智能导航、
社会征
信、便捷支付、金融保险、旅游出行、违章查缴等生态合作伙伴，
共同打造开放、共享的生态互联体系，打破行业壁垒，撬动生态
价值，
构建生态系统，
携手打造共享出行航母。
“国内共享出行的巨大市场空间已经形成”，北汽新能源副
总经理、营销公司总经理李一秀认为“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上，
一是在客户多元化出行需求，
二是移动互联技术发展，
三是消费
观念发生转变，
四是中国的共享经济环境愈发成熟。同时，
在能
源、
环境、
资源、
交通压力的影响下，
势必对出行模式产生深刻的
变革，
环境和资源在驱动着共享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

面对共享出行的滚滚大潮，
北汽新能源将在技术、
生态、
模式
三个方面进行创新。首先在技术层面，
北汽新能源将以全新纯电
动整车平台、
无人驾驶技术、
大数据应用、
智能充电、
智慧出行服
务等五大趋势为平台，
加速产业升级，
实现对核心关键技术的全
覆盖。其次在生态层面，
北汽新能源致力于打造全生态价值链，
并已形成覆盖
“创新资源、
产品研发资源、
核心上下游供应资源、
制造资源、
生态服务资源”
在内的生态圈。三是在商业模式创新
层面，
北汽新能源全力打造轻享出行平台。轻享作为北汽新能源
旗下继 BJEV、ARCFOX 两大纯电动汽车品牌之后，推出的第三
个出行服务品牌，
其定位既是一个共享汽车运营商，
还是一个资
源共享平台，
向行业开放
“系统共享、
硬件共享、
资产共享”
；
轻享
更是一个增值服务平台，
为北汽新能源的车主，
提供与平台互联
互通的增值服务。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冯思翰：大众汽车依靠“三大支柱”扩大领先
2017 年，大众汽车品牌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了超过 600 万辆的销售，而中国市场
总销量就超过 317 万辆，对大众汽车排名
全球销量第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大众汽车品牌中国 CEO 冯思翰博士
用“创纪录”来评价大众汽车品牌去年在中
国市场的表现。
“2017 年，我们在全球范围
内首次在单一市场实现了 300 万辆销售，
这归功于在中国的两大合资企业以及大众
进口汽车有限公司在过去一年来辛劳的工
作。对此，
我们深感满意！
”
冯思翰说。
站上更高的销量台阶，
大众汽车品牌将
展开再造计划，特别是在客户体验、服务方
面以及产品路线图方面，
大众汽车品牌的工
作方向都更加专注、明确。冯思翰告诉北青
报记者：
“今后两三年间，
大众汽车品牌将会
靠‘ 三 大 支 柱 ’来 扩 大 领 先 优 势 ：首 先 是
SUV 攻势，
其次是电动化，
第三是全面的互
联化。
”
有这样一个细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冯思翰身后摆放着三个画架，从左至右分
别安放着 T-ROCSTAR 概念车、途观 L 和
途昂的图片。其中，T-ROCSTAR 即将落
户一汽-大众，途观 L 是大众最畅销 SUV，
途昂则代表了大众的高端 SUV。很显然，

这意味着 SUV 攻势将是大众汽车品牌“三
大支柱”
中的优先选项。
“2018 年是大众汽车品牌的 SUV 之
年，所以在春节之后开展的品牌活动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 SUV。
”
冯思翰说。按
照规划，
大众汽车品牌在今年将推出 9 款新
车，
其中 4 款是 SUV 车型。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自主品牌 SUV
近年来发展迅速，在中国的 SUV 市场拥有
着绝对优势，
大众即将发起的 SUV 攻势，
势
必将与自主品牌形成正面竞争。
“中国本土
主机厂的表现，确实是令我感到惊讶。特
别是在学习和发展的速度上，已经超出日
系和韩系的成长曲线。因为更符合本土需

求，所以中国的优秀主机厂车型成为最畅
销的中国市场的车型，我觉得是非常自然
的一件事情。”冯思翰表示，对于自主品牌
占据优势的 A 级或 A+级 SUV 细分市场，
大众汽车品牌依然充满信心。
“A 级轿车市场尽管竞争白热化，但我
们仍旧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这可能来源
于我们充分地围绕中国市场、围绕中国消
费 者 需 求 进 行 定 制 化 的 研 发、生 产 和 销
售。对于 SUV 来说也是一样，并且这样的
策略也初步见效。途观 L 是我们在中国市
场最为畅销的 SUV 之一。
”
冯思翰认为，
“大
众已经越来越多地在成为一个最国际化的
中国主机厂，大众汽车品牌也拥有优秀的
实力，
我们不怕竞争。
”
而在电动化和互联化方面，大众汽车
品牌也将在 2020 年前逐步落实。根据计
划，在未来两到三年，大众汽车将会在现有
的内燃机车车型基础上，也就是基于 MQB
平台实现电动化。至 2020 年，大众汽车将
会启用定制化的电动化生产平台即 MEB
平台，
来生产电动车。
“2019 年的年底之前，
保证我们所有新上市的大众汽车实现全面
的互联。
”
冯思翰说道。
文/本报记者 吴鹏亮 供图/云强

不愁春运抢票难
启辰 M50V 守护回家路
春节对于每位中国人来说，
都具有非凡的意义；而春节回家，
自然就是大家的头等大事了。不
想买不到票，或者挤破头，何不选
择一辆实用的 MPV 回家，替你免
去抢票烦恼。无论是几个老乡组
团拼车，或是全家一起回老家，都
能坐下，连大件行李和满满的年
货都能够装载。今天，我们就为
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回家过年的实
用
“暖男”
MPV——启辰 M50V。

灵活空间与平稳舒适兼备
组团开车回家需要在车内超
长“待机”，灵活的空间和舒适的
乘坐感受是 M50V 的亮点。它拥
有 2750mm 超长轴距，第二排座
椅最大滑动距离达 240mm，二、
三排乘客能就腿部进行相应空间
调节。前两排座椅更可 180 度放
平 ，连 成 2.38 米 的 平 躺 式“ 单 人
床”。此外，M50V 车内采用轿车
化内饰设计，座椅采用柔嫩触感
皮质及人体工学设计，给予各个
部位均匀支撑，带来非一般的舒
适乘坐体验。
在目前乘用车悬架主流结构
基本都采用前麦弗逊后扭力梁的
情况下，M50V 的高滤震底盘被
具有多经验的启辰底盘调校工程
师进行了减衰力的优化调校，在
减速度冲击和不平整路的晃动水

平上都有出色的表现。扎实的底
盘基础配合启辰达到合资水平的
调 教 能 力 ，提 高 行 驶 的 舒 适 性 ，
M50V 令你在回家路上跟疲乏说
再见。

智能娱乐及高效动力皆存
面临动辄五六小时的回家车
程，
M50V 为你提供更丰富便捷的
娱乐功能。M50V 搭载的智能手
机互联系统，
可实现与智能手机的
无缝对接，
通过专为车机打造的百
度 CarLife，通过 USB+蓝牙连接
后，即能通过 7 英寸高清彩色触控
屏或手机，实现语音拨打、在线听
音乐和快速导航规划，
无须手握电
话，
车内车外资讯无间断。
作为一款媲美轿车舒适度的
MPV，M50V 搭 载 XTRONIC
CVT 无级变速器和全球领先的
HR16 发动机，这组动力并不强调
爆发力和加速性能，整体的调校
风格也偏向于舒适，平顺性较好，
因此车上的乘客能有不错的乘坐
舒适度。
有了启辰 M50V 的支持，回
家不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要
跟春节抢票说拜拜，不妨考虑收
了这台兼备了大空间、舒适度、丰
富娱乐配置和高效动力的启辰
M50V。
文/本报记者 李东颖
供图/Jessica

布局
“2+1”
产品战略

东风风神要跑赢大势
尽管业界对于 2018 年全年的
预期比较保守，
但是自主品牌东风
风神仍然计划要跑赢大势，
在去年
12.5 万辆的基础上，冲击 20 万辆
销售目标，直至 2019 年达到 35 万
辆，
2020 年摸高 50 万辆。
2017 年，风神在产品力普遍
偏弱的情况，仅完成了 12.5 万辆，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而在上
一年的 2016 年，东风风神全年销
量达到了 15 万辆。对于 2017 年
出现的下滑，
东风乘用车副总经理
李炜坦言，风神产品系达到 9 款车
车型（其中轿车 5 款，SUV4 款），
但是产品聚焦不够，单车销量偏
弱，对市场反应也不够快速，因此
相对于竞品及兄弟品牌有了一定
差距。
2018 年，预计自主品牌的增
长会高于整体市场 3%，
达到 5%左
右。东风风神将从 2018 年起实施
4+1 工程。首先是聚焦产品，
保证
新 AX7 的最高优先级战略定力，
未来三年 AX7 整体销量计划达到

30 万辆；
其次是重点市场突破。比
如在三线以上城市的基础上，
尽可
能覆盖县域和城乡结合部。包括
未来三年内布局 400 家一级网络，
1000 家二级网络，城市覆盖率达
到 75%；
然后是渠道能力和服务能
力提升。在上述四大工程的支撑
下，
在 2018 年-2020 年三年间，
东
风风神要跑赢大市，实现销量 35
万辆以上、挑战 50 万辆，推动东风
风神品牌向上。
东风乘用车公司总经理李洪
说，今年东风风神将推出至少 3 款
新车，包括一款中型 SUV、一款纯
电 动 SUV 和 一 款 插 电 式 混 动
SUV。为此，风神将全力集中优
势资源，着力把 AX7、AX4 和 E70
等车型打造成“2+1”的明星战略
车型。对于 2018 年大势的预期来
看，
东风风神认为预测全年增长幅
度有限，增速保守估计为 1.5%，总
量维持在 2400 万辆的水平，自主
品牌销量预计在 1000 万辆左右。
文/本报记者 何登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