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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通用
车市寒冬里的“定力”与“作为”

2018年， 国内车市遭遇 2003年持续高
增长以来首个寒冬。

是年， 上汽通用汽车累计销售 1970117

辆（含出口 158096 辆），同比下滑 1.5%。在
旗下豪华车和中高端车型拉动下，上汽通用
汽车国内销量保持平稳。 国内销量 181.2万
辆，略好于乘用车整体水平；出口业务保持
较快增长，同比增长 48.7%，有力支撑公司
整体销量。

整体表现：好于大盘

2018年，上汽通用在遭遇国内汽车消费
整体严重下滑同时，企业也正好处于产品与
驱动系统的更新换代过渡期。 在此背景下，

上汽通用汽车 2018 年整体表现仍好于大
盘，且市场份额略有增加。

如果仔细分析，2018年上汽通用汽车各
细分市场表现同样不俗———

中高级车超过行业增幅， 市占率提升：

销量近 30万（29.95万）辆，同比增长 4.3%，

市场份额有所扩大； 别克双君销售超过 17

万辆。其中，全新一代君威累计销售同比增
长 58.1%； 雪佛兰迈锐宝 XL和全新迈锐宝
总销量为 12.9辆，同比增长 4.5%。中级车市
场深度调整， 新一代小排量车型受认可；别
克英朗已重返轿车市场第一阵营； 雪佛兰
“双科组合”———科鲁兹家族和科沃兹销售
29.9万辆，令雪佛兰在国内中级车市场保持
增长态势。

豪华车增速迅猛，凯迪拉克品牌发展迈
入新阶段：凯迪拉克销售 228043辆，全年同
比增长 31.4%，远超豪华车平均增速，成为
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最为迅猛的主流豪华品
牌， 也是第四个销量超过 20万辆的豪华品
牌。SUV 销量近 30 万台， 探界者增幅超过
40%： 在探界者、创酷领衔的雪佛兰 SUV车
型中， SUV销量占总体销量近 12%；其中探
界者累计销售 71497辆， 同比增幅 31.3%。

昂科威销售 201821辆， 继续领跑中型 SUV市
场；MPV市场， 别克 GL8继续领跑：GL8销量
14.4万辆， 继续领跑合资 MPV；GL6累计销量
36642辆，位于合资品牌中级 MPV前列。

战略布局：稳步推进

面对纷繁复杂的市场变局，上汽通用前瞻
性地把握国内市场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两
大趋势，将企业的发展方向从“高速增长”转向
“高质量发展”，且步伐有力，节奏清晰———

销售结构优化，销售质量提升。中高端车
型（豪华车、高端 MPV、中高级轿车、中级 SUV）

销量占比达到 48%， 同比增长 3个百分点。别
克中高端车型销量占比达 50%。 雪佛兰中级
车、 中高级车及 SUV的销量占比从 2015年的
64%提升至 76.8%； 雪佛兰平均车型售价从不
到 10万提升到 13.2万。

提升供给品质， 抓住中高端消费。2019年
是上汽通用汽车产品大年， 将推出 18款新车
或改款车型，广泛覆盖包括轿车、SUV、纯电动
车在内的多个细分市场。

挖掘市场消费潜力， 积极开拓售后市场。

车工坊已开设了约 800 家门店。目前，开业一
年以上的门店已有 65%实现盈利。

围绕“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行
业发展，加快推进技术与业务创新：大力发展
绿色高效动力科技，改进和完善传统动力及推
进新能源双线并行。 加速新一代驱动技术，大
力普及新一代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推出第
八代 Ecotec发动机系列，以及更大范围普及应
用 9AT/10AT变速箱。

新能源建设方面， 加快打造以 “电池、电
驱、电控”为核心的新能源开发能力，不断提升
公司中长期新能源产品竞争力。2019年， 别克
VELITE 6纯电动车型将计划推向市场；同时，

雪佛兰也将有一款纯电动车型上市。

网联化方面，上汽通用扎实推进“2025 车
联网战略”。云平台建设得到了实际性的推进，

还在业内率先推出了 24G 车联应用免费流量
服务。2019年， 将不断强化在车联网作为汽车
“第二引擎”上的领先优势。

智能化方面，ADAS 智能驾驶辅助技术已
在三大品牌车型上快速普及， 并且已覆盖 15

万以下车型。业内首个真正实现在高速公路上
释放驾驶员双手的 Super Cruise? 超级智能驾
驶辅助系统去年已在北美上市，本土化验证工
作已经完成。

共享化方面，由别克 VELITE5 参与、以上
汽通用汽车员工为试点对象的新能源车分时
共享项目———“时行”， 已经积累了许多经
验。年底将面向社会开始运营。今后，上汽通
用汽车将加速推进业务模式创新，打造“智
能、开放、创新、绿色、共享”的新能源汽车共
享生态圈，消费者带来更高效、更便捷的美好
出行体验。

广汽三菱点亮“升级之路”

广汽三菱日前宣布，2018年取得全年销量 144,

018辆，同比增长 23%，“销量超去年、增速超行业、

增幅超预期”的三超成绩，实现品牌全面向上。

在中国车市低迷、 产业结构调整加快的背景
下，当下汽车消费市场迎来了全面升级，面对新型
消费群体和技术的变化，广汽三菱也积极调整产品
结构，形成覆盖都市座驾、高端越野、新能源的强大
SUV布局， 以产品矩阵升级助推企业全面向上。基
于对年轻消费市场的深刻洞察，2018年， 广汽三菱
正式引进奕歌， 一经推出便屡屡成为车市焦点。同
时， 广汽三菱更是推出了涵盖 16项全新配置升级
的新欧蓝德，为企业产品矩阵升级再添助力。面向
未来新能源趋势， 广汽三菱持续践行 “新能源战
略”，先后推出了祺智 PHEV和祺智 EV两款车型。

2019年开篇之际，有诸多强项升级加持的广汽
三菱自信提出未来销量目标： 全力挑战 2019 年
20%以上销量增速，并向着 2020年 30万辆产销目
标努力冲刺。而在至关重要的渠道布局方面，广汽
三菱也计划将销售服务店从已有的 353 家拓展到
400家，为企业销量稳步攀升提供优势基础。（小婷）

第二届“一诺杯”评选落幕

1月 8日，环球汽车网以“车者一诺，岂止千金”

为主题，联合中国汽车电视媒体智库，在上海举办
2018年度第二届“一诺杯”年度颁奖盛典暨第二届
一带一路汽车产业高峰论坛，41位汽车品牌嘉宾与
诸多行业权威人士经销商及车主代表共同出席此
次颁奖盛典。

此次评选历经层层筛选， 最终共有 21款 SUV

车型、8 款轿车、2 款 MPV 车型， 以及包含汽车厂
商、汽车赛事和媒体的 10 个品牌，荣获 2018 年度
“一诺杯”年度奖项。如“一诺杯”品牌奖，分别是上
汽大众大众品牌荣获年度用户信赖品牌奖项、上汽
斯柯达品牌荣获年度创新营销品牌奖项、哈弗 SUV

荣获年度畅销 SUV品牌、WEY荣获年度豪华 SUV

品牌、领克汽车荣获年度酷玩先锋品牌、观致汽车
荣获年度匠心质造品牌、北汽新能源荣获年度生态
至美品牌、华人运通荣获年度科技创匠品牌。

为促进汽车产业良性发展，加快全球化步伐，

2018年度“一诺杯”颁奖期间，以《“一带一路”战略
下汽车产业新机遇何在》 为主题的第二届一带一
路汽车产业高峰论坛同时召开，为汽车市场开拓新
思路。 （晓 莫）

神州优车与宝沃汽车开启合作
1月 8日， 神州优车联合宝沃汽车发

布全新战略，宣布推出神州宝沃汽车新零
售平台， 通过产业链改造和平台赋能，全
面实现产销分离、渠道重塑，重构汽车消
费，重新定义汽车新零售。

神州宝沃汽车新零售模式重新定义
了主机厂、 经销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

通过“从重到轻”的核心转变，打造最高效
的渠道、最下沉的网络、最灵活的产品。

首先，实现汽车产销分离，主机厂将专
注于产品研发、生产及售后服务，神州宝沃
汽车新零售平台将作为赋能者， 在品牌、金
融、库存、流量、场景、信息化等方面为经销
商全面赋能， 而经销商则回归销售本质，零
库存，轻装上阵。

其次，神州宝沃新零售平台将打破传统
4S店成本高、效能低、距离客户远的现状，启
动“千城万店”渠道下沉计划，将原 4S 店模

式改变为品牌旗舰店、授权专营店和特约销
售点等多样化的零售网点，贴近用户。

再次，以提升用户体验、降低用户决策
成本为核心。

基于神州优车覆盖全国的 “租车+专
车”汽车共享网络，借助线上 APP运营和大
数据分析，推出 0 首付、深度试驾、90 天无
理由退换车和全透明售后维修等创新服
务，实现先享后买、可退可换的汽车轻型消

费模式。

新模式以 “无限贴近客户的网点”、“无
限降低客户的购买门槛”、“透明的售后服务
体验”、“真正的 0库存模式” 开启汽车产销
模式的方向性变革。

曾任全球最大整车解决方案提供商麦
格纳亚太区总裁的布鲁诺·兰伯特， 以宝沃
汽车全球总裁身份首次亮相。

他介绍了当下全球汽车产业技术变革
的趋势， 表示宝沃汽车将在新模式的赋能
下，继续专注产品研发和制造，致力于新一
代汽车的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

集合全球资源，加速产品迭代，扩大产销规
模，成为介于传统主机厂和造车新势力之间
的“造车第三极”。 （亚 东）

威马汽车硅谷发布Project W计划

2019年 1 月 12 日（美国西部时间），智能电动
汽车普及者———威马汽车在美国硅谷举办了主题
为 “Living Cars Energize Intelligent Mobility威马-

来自中国的智慧出行新思路” 的首届海外交流会，

并宣布“Project W———威马按需出行计划”正式启
动。这标志着威马汽车正基于中国市场特点开拓一
条通往自动驾驶的新路径，此举不仅会加速其向数
据驱动的智能硬件公司进化，更将全面助力中国自
动驾驶产业的发展。

据介绍，威马汽车将借助车路协同技术，率先
将已构建的车内移动智能空间与整个智慧交通体
系完成互联， 充分利用中国自动驾驶市场的优势，

走出一条智能驾驶的新道路。

威马汽车目前已启动“Project W———威马按需
出行计划”的第一阶段。未来，还将加快自动驾驶技
术的升级，利用具备自动驾驶技术的车辆与智能化
道路协同，为万物互联的城市提供共享、方便的出
行服务。 （延 吉）

上汽大众
第 2000 万辆汽车下线

2019年 1月 12日， 在生产一线员工代
表的共同见证下，一辆雅致白色的帕萨特插
电式混合动力版驶下生产线，上汽大众迎来
第 2000万辆汽车下线， 成为国内首家累计
产量突破 2000万的乘用车企业。

帕萨特自 2000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

凭借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品牌精神，以及
领先同级的产品实力，树立了中高级轿车价
值典范， 累计赢得超过 250万车主信赖。此
次下线的帕萨特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继承了
燃油版车型的精髓，并搭载了由高能量三元
锂电池、高效率一体电动机、智能电控管理
系统、EA211 1.4TSI涡轮增压引擎组成的混
合动力系统。 车辆综合最大功率 155千瓦、

最大扭矩 400牛·米， 综合燃料消耗量低至
1.4L，拥有超过 1000公里的最高综合续航里
程，实现了燃油经济性和强劲动力的完美平
衡。 同时车辆执行德系高等级安全标准，电
池系统通过了针刺、火烧、碰撞、浸入式温度
冲击等 169项极限安全测试，充分验证了产
品的可靠性。

近年来，上汽大众持续推动新能源汽车
领域的布局。2018年， 帕萨特插电式混合动
力版和途观 L插电式混合动力版相继上市；

同年 10月，新能源汽车工厂开工建设，计划
于 2020 年底投入使用， 将投产多款基于
MEB平台打造的全新一代纯电动车型。在下
一个千万辆产品中， 将会有越来越多智能、

洁净、高效的新能源汽车的身影。 （丁延吉）

上汽斯柯达再获殊荣

近日，中国汽车售后服务质量监测大数据平台
（CADA云数据）发布“2018互联网+中国汽车售后
服务质量消费者体验年度报告”。 上汽斯柯达荣膺
2018年中国汽车售后服务质量合资品牌组冠军，同
时斩获“消费者最佳体验品牌”和“最优服务效率体
验品牌”两个单项奖。

多年来， 上汽斯柯达精耕细作“HumanTouch

真心呵护”服务品牌，秉承“关爱车，更关爱您”的
服务理念，真心呵护每一位车主；并从车主实际需
求出发，不断夯实服务能力、加强客户维系、提升
客户体验。

关爱八分钟、斯柯达服务节、斯柯达学苑、斯享
家车主俱乐部为车主提供全新的精彩汽车生活体
验；移动服务终端、微信保养预约、eWorkshop 智能
化车间管理系统、 全新在线故障诊断信息系统等
先进的数字化服务设施的全面运用， 大大提升服
务效率与质量， 确保车主享受便捷与高标准的专
业化服务。

凭借在售后服务模式上的创新， 斯柯达还在
“2018中国汽车服务金扳手奖评选” 中荣获了合资
品牌组“服务创新奖”，这已是其连续十二年在该评
选中载誉而归。 （金大伦）

沃尔沃销量创新高

2018年， 沃尔沃汽车全球销量首次突破 60万
辆纪录， 达到 642253辆。 其中， 中国市场销量达
130593辆，同比增长 14.1%，占比超过 20%。与之相
得益彰， 沃尔沃汽车旗下 Polestar 性能优化软件，

2018年在中国市场购买安装数量同创历史新高，达
到 8679套，同比增长高达 98%，占全球年度市场总
安装量的 20.7%。中国市场业已同时成为沃尔沃汽
车及其 Polestar性能优化软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

2018 年，Polestar 性能优化软件在中国市场创
销量纪录，主要得益于沃尔沃 XC60、沃尔沃 S90及
沃尔沃 XC90三款车型用户对驾驶乐趣及个性化的
强劲需求。XC60 与 S90 车主各贡献了 32%的购买
安装量，XC90车主也达 23%。

在中国市场强力助推下，Polestar 性能优化软
件 2018年全球销量达 41990套， 同样实现历史性
突破。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上，沃尔
沃汽车与其集团旗下专注高性能电动化发展的
Polestar独立品牌，正以 Polestar性能优化软件为互
促共进的纽带，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新突破，合力
步入发展新阶段。 （晓 丁）

■本报记者 李 奇

捷途X90登场
1月 13日，奇瑞控股捷途第三款车型

捷途 X90正式上市。

新车定位舒适智能大六座 SUV，共推
出 1.5T-6MT/8AT、1.6TGDI-7DCT 三种动
力组合 10 款车型，提供冰川白、大地棕、

极光蓝、可可棕、深海蓝、星空黑、沙漠红
棕、流光金八种颜色，主打 6座，并提供 5

座、5+2座布局， 售价区间为 7.99万元至
13.99万元。同时，捷途还为消费者推出超
长质保礼、免费救援礼等六大权益。

捷途 X90基于 iPeL平台打造，继承科
技基因， 畅享智能互联带来的智趣随心；

“徽城翘楚”和“物语星空”相互交织，空间
设置和细节设计的精致用心， 让人舒享悦
心；多款高效动力组合、全方位智能安全呵
护，确保驾乘安心；强有力的技术背书与全

球化的供应链体系，营造稳惬暖心。

一年来捷途从渠道、产品、用户等多
方发力，以追赶者的姿态和步伐，专注并
深耕“旅行+”细分市场，用行动定义“捷途
速度”。

四个月时间 ， 捷途极速完成销量
40007辆，单品跻身万辆俱乐部。同时捷途

逐步构建“旅行+”生态圈层。随着第三款产
品捷途 X90的问世，捷途从初创期走向成长
期，未来将在“精耕细作、应市而为”方针下，

秉承“旅行+”定位，用匠心、创新、生态助力
捷途进入主流汽车制造业行列，2019年完成
15万辆，并在 2020年迈入 30万辆俱乐部。

（电 波）

上汽大通D60亮相
日前，上汽大通正式命名全新 SUV为

D60，而且正式公布了 D60的官方预告图。

D60是上汽大通家族旗下的最新成员，继
去年广州车展上发布的 G50首发款之后，

上汽大通又重拳出击，新添一款明星产品。

作为上汽大通品牌在中级 SUV 市场
的战略车型，D60既整合了上汽集团深厚
的技术实力以及强大的供应商体系，更传
承了 2018 年北京车展亮相的概念车
TARANTULA的美学基因。

D60将于 2019年上市， 为新一代的
年轻家庭带来更多元化的出行选择。其前
脸采用家族式的“智聚八方”八边型格栅
造型。分体式前大灯汲取了概念车的设计
元素， 令整体更具辨识度。“幻影流光”后
尾灯采取时下酷炫的贯穿式 LED尾灯，灯

带内呈现钻石般的纹理质感，在视觉上将
车尾雕塑出丰富的立体感。

上汽大通 D60 将率先搭载上汽集团
下一代 Level 2.5智能驾驶系统， 能够实
现封闭高速环境下接近 Level 3的超级巡
航、拥堵道路中的自动跟车、智慧停车场
内的无人自主泊车与车主远程召唤等高

阶功能， 并带有基于 AI人脸识别的驾驶员
提醒系统，以保证驾车者能够在必要时随时
接管车辆。此次上汽大通 MAXUS D60的推
出，承袭了上汽大通多元化 C2B模式的一贯
优势，并充分考量消费者需求，更时尚，更年
轻，更智能，将以突破性的产品实力，冲击中
级 SUV细分市场。 （陈伟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