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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宝马在华第 100万辆车交付用户

本报记者 李邈

前不久袁吴洪波在宝马长沙力天
宝崐 4S店订购了一辆全新 BMW
320Li遥没过几天袁销售顾问兴奋地打
电话给他袁野吴先生袁你中大奖了冶袁仔
细了解才知道袁他成为了宝马在华的
第100万辆车的车主遥

起初袁身为律师的他本能地认为
这很可能是野策我的冶渊长沙方言野逗人
开心冶冤袁 然而当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亲自将全新

BMW 320Li的钥匙放到他的手中袁吴
洪波脸上的笑容再也没有停过遥

对于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宝马而

言袁为了等待第100万辆的到来袁宝马
在华耕耘了18年之久遥然而袁在达成
这个具有里程碑的数字后袁向来谨慎
的史登科迫不及待地对外声称野宝马
将在未来 3年内完成第二个 100万
辆冶遥

宝马加速跑

对于刚刚完成的100万辆袁 华晨
宝马销售副总裁段建军向叶中国企业
报曳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袁野从1994年
全国销售810辆新车袁 到2011年全年
销售新车超23.2万辆袁再到截至今年
11月份袁宝马实现总销量100万辆袁这
说明宝马的策略是成功的遥冶

实际上袁宝马集团在2012年前三
个季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已经超过

了2011年全年的销量袁到2012年10月
份的时候袁BMW和MINI品牌在中国
大陆前 10个月的整体销量达到
264884辆袁同比增长35%遥而在整个
市场里只有7%要9%的增长范畴袁整
个豪华车增长了20%左右袁宝马交上
35%的飘红答卷遥段建军认为袁取得
这样的成绩袁根源在于宝马持续关注
两个关键词要要要野质量冶和野顾客冶遥

2004年底袁史登科开始担任宝马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袁此
前宝马在华的销量不到10万辆遥时至
今日袁史登科的赴任可以被看做是宝
马在华崛起的标志性节点遥在随后的
8年里袁 宝马又迎来了超过90万辆的
爆发式增长遥

此前袁史登科始终强调产品的质
量袁 但在宝马产品得到市场认可后袁
他反而时常被问到另一个话题野宝马
的品牌口碑和形象预期到底是什

么钥冶史登科给出的答复是野我们希望
成为最受尊敬的汽车品牌冶遥

对于豪华车车主而言袁产品性能
仅仅是基础条件袁产品背后引申的品
牌附加值袁同样是决定销量多寡的决
定性因素遥

放在五年前袁吴洪波坦言野连做
梦都不会想到有一天买宝马冶袁 但他
始终认为野每一个宝马车的背后都有
一个有关梦想励志的故事冶遥

作为一名房地产法律顾问袁吴洪
波经常要出席一些商务宴席与诸多

老总洽谈袁野不是说开宝马一定标志
着很成功袁但反过来说袁一般的成功

人士袁相当一部分是开宝马这个品牌
的车冶遥这也是他最终购车的动因遥

这正是史登科希望达到的效果袁
野宝马的很多活动袁在网上报名袁一天
就可以收到数以万计的申请参与的

请求遥冶尊敬客户尧尊敬合作伙伴尧尊
敬每一个人袁真正去了解各年龄层不
同人群的需求袁并针对不同需求提供
产品过硬的车型尧服务以及深入人心
的品牌宣传袁使宝马顺利度过了2004
年尧2008年以及如今的市场大环境的
野危机冶遥

3年完成新百万目标
野雄关漫道真如铁袁 而今迈步从

头越遥100万辆是宝马的新起点袁虽然
未来豪华车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很多袁
但宝马不会因为市场的短期波动袁改
变长期的战略遥冶当被问及宝马新100
万辆何时完成时袁段建军并未明确回
应袁更多的是对于未来市场的期待遥

与其相比袁史登科的言论却非常
肯定袁野按照今年的发展形势袁宝马将
在3年内完成下一个100万辆新车的
销售冶遥 史登科的自信不仅仅来自于
产品本身袁品牌力的提升尧营销网络
以及产能的迅速扩充组成了宝马新

百万的基石遥
撇开不断推出为中国车市量身

打造3系尧5系等车型外袁 宝马的品牌
力不断提升袁文化之旅尧X之旅尧MINI
中国任务尧宝马儿童训练营等活动已
经深入人心遥与此同时袁在成为伦敦
奥运会合作伙伴后袁宝马在全球拉开
了奥运营销策略的序幕遥野All For
JOY冶 是宝马2012奥运营销的主题遥
从今年年初袁宝马便启动了一系列奥
运品牌攻势院3月在广州举办野奥林匹
克计划冶启动盛典曰7月袁推出野BMW
奥运之悦冶嘉年华遥借助奥运袁宝马在
原有惯性品牌活动的基础上袁将品牌
形象的运动性与奥运盛典结合袁贴合

了品牌拥有突出野驾驶乐趣冶的属性袁
实实在在地带着车迷过了一回野奥运
瘾冶遥

与此同时袁宝马的网络建设也在
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遥 除了一尧
二线城市以外袁宝马同样成为了进驻
许多三尧 四线城市的首个豪华车品
牌遥

野我们更为关注宝马的可持续发
展遥冶段建军称遥为此袁宝马创新性的
提出5S的概念袁野大家都知道4S袁5S最
后一个S就是代表可持续发展遥冶段建
军介绍袁未来5S店将在中国形成燎原
之势遥

这将成为宝马经销商发展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到目前宝马在华的
网络体系达到了325家袁 年底将会达
到350家遥今年6月袁北京星德宝成为
了宝马第一家全新的5S经销商袁与4S
店证书认定标准一样袁5S店有174项
标准认证袁其中涉及经济尧环境和社
会责任三个领域遥野风动力尧雨水收集
系统尧废水处理系统都会在5S店中得
以体现冶遥

营销网络不断扩展的同时袁掣肘
宝马多年的产能顽疾终于在今年实

现突破遥 除了集中精力在网络扩张

上袁 产能的提升也在今年有了突破遥
今年3月份华晨宝马X1的上市宣布了
华晨宝马沈阳新整车工厂要要要铁西

工厂的正式投产遥新工厂在今年将实
现10万辆的生产能力遥8月袁华晨宝马
又宣布了发动机生产提升计划袁在未
来几年内把在中国的发动机生产能

力提升到每年40万台遥
3年完成新百万辆袁 史登科为宝

马上紧了发条袁高端品牌市场份额还
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遥宝马目前在中
国车市的占有率大概在2.2%要2.3%袁
如果增长100万辆袁 相当于市场占有
率达到4%遥 这需要宝马要比市场的
平均增速快2倍以上才能够完成遥即
便对于宝马而言袁这依然是个不小的
挑战遥

对此袁深谙中国文化的史登科认
为袁野在中国市场发展袁如果你想要创
造机会尧抓住机会袁你要有强有力的
保障袁要有有效的商业模式和业务模
式袁要有有效的组织体系袁才能够实
现这一点遥我们认为把全产业链的细
节做好袁成功可能就随之而来袁并不
是一开始设定一个非常苛刻的尧僵硬
的指标袁这样看问题袁这种方式在中
国这样的市场不见得能行得通遥冶

三年再卖一百万 宝马加速跑

日前袁 由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尧 吉林省及吉林市领
导尧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尧Protean轮毂电机尧波士顿电
池以及来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众多企业

代表尧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体袁相聚在金秋的北京钓鱼台
国宾馆袁 举行了吉林市人民政府与金沙江创业投资基
金共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启动签约仪式暨 Protean 轮
毂电机与波士顿电池技术展示说明会遥

据悉袁 以电动汽车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正逐渐成
为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主流袁 不仅可预见的市场规模
巨大袁而且对于我国的能源安全尧节能环保尧产业升级
都有着巨大的战略意义遥 吉林省委省政府尧吉林市委市
政府与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决定在吉林市建设新能源

汽车产业园袁拟落地项目包括院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尧波
士顿动力电池包含合资企业尧电动汽车工程中心渊包括
轮毂电机本地开发冤等遥 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目标最终
年产能轿车 50万台渊包括新能源汽车和传统车冤袁围绕
新能源汽车建设上下游电池尧电机生产研发等袁配合多
方位金融服务平台袁争取建成全国最大尧模式创新的电
动汽车产业基地袁助力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遥

轿车年产能 50万辆
吉林省筹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园

11月 13日袁为期 5天的第四届北京进口汽车博览
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下帷幕遥 2012北京进口汽车
博览会以野行者之巅尧品味之源冶为主题袁得到了进口品
牌汽车企业的重视与支持袁宝马尧奥迪尧捷豹尧路虎尧现
代尧起亚尧中进汽贸尧中欧房车尧大众尧法拉利尧玛莎拉
蒂尧奔驰尧凯迪拉克尧斯巴鲁尧双龙尧阿斯顿马丁尧宾利尧
兰博基尼尧劳斯莱斯尧庞巴迪等 28个品牌携旗下经销
商企业带来 200余辆展车遥
北京进口汽车博览会是由商务部批准袁国家机电产

品进出口办公室尧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尧中国进口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倾力支持袁 由中国欧洲经济技术合
作协会尧中国流通协会共同主办的高端进口汽车展会袁
自 2009年首届北京进口汽车博览会成功举办以来袁该
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了四届袁 成为了进口汽车的风向标
和国内汽车展会市场上专门针对进口汽车的高端品牌

展会遥 在车展首日袁还同期举办野中国进口汽车市场的新
蓝海冶研讨会遥

北京进口汽车博览会闭幕
28个品牌携经销商参展
本报记者 李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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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邈

11月18日袁被上汽通用五菱渊以下简
称SGMW冤视为一次重新出发的节点遥

当天袁伴随SGMW总经理沈阳的一声
令下袁 一辆红色的宝骏630从生产线上缓
缓驶出袁 宣告新建成的宝骏基地正式投
产袁这块总占地3100亩袁一期总投资约为
80亿元的新基地袁 将为SGMW带来一年40
万辆的新增产能遥此时袁合资方高层站在
台上握手相庆遥此刻的沈阳则一脸笃定地
矗立一角袁等待他的将是下一个10年遥

在沈阳看来袁除了产能提升外袁新基
地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袁野宝骏基地投
产是企业十年跨越发展的又一个里程

碑遥冶 这句话的背后袁SGMW正在从起初单
纯的微车制造商转型为一家集合商用车尧
乘用车和海外事业全面发展的跨国车企遥

此前袁野乘商并举冶是SGMW公关层面
反复对外灌输的关键词遥 值得玩味的是袁
活动现场袁SGMW创新性的在一块宣传牌
上打出野经销商二代冶的字样袁即指在原有
五菱经销商的基础上袁SGMW将乘用车宝
骏经销商视做企业发力的新野伙伴冶遥

10年巨变
拥有“地球上最重要车型”

作为中国汽车业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袁
在过去10年袁SGMW的转变颇富传奇色彩遥
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末甚至拖欠员工工
资的企业袁 已从最初的年销量14万辆尧仅
有一款自主研发的微车产品五菱之光袁发
展到如今年销量近140万辆袁 国内微车占
有率达到51%尧保有量突破850万辆袁兼顾
商用车尧乘用车生产销售的跨国车企遥

美国的知名财经杂志叶福布斯曳曾以
封面报道的形式深入解读SGMW袁试图找
出其迅速扩张的根本原因袁值得一提的是
五菱之光被该杂志定义为野地球上最重要
的一款车型冶遥

对此袁 通用汽车中国总裁兼中国尧印
度和东盟首席地区运营官苏瑞博在仪式

上如此解码SGMW的成功之道袁野SGMW开
创了耶低成本尧高价值爷的全球最佳实践袁不
仅赢得了中国本土市场袁更促进提升通用
汽车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袁所取得的成就
值得学习和研究遥冶

同样袁上汽集团董事长胡茂元在给予
SGMW高度赞扬后袁 转而话锋一转袁野宝骏
基地的竣工将给予上汽集团自主品牌乘

用车事业强大的支撑遥冶这句话的背后袁是
对SGMW提出的更高要求遥

与其他车企相比袁 至少从表象上
SGMW并不具备任何优势遥 偏居西南一隅
不利物流袁股东方由上汽尧通用尧五菱三方
组成袁达成一致意见更需要经营管理层高
超的沟通技巧袁除此之外袁还有一群被沈
阳戏称为野野路子冶的员工伙伴遥
但就是这样一个企业袁 早在7年前年

销量就已经突破百万辆大关袁实现产业基
地野南北联动渊柳州尧青岛冤冶尧拥有微车过半
的市场占有率的龙头车企袁同时兼顾海外
多国的出口以及技术输出能力遥

野SGMW的员工产能利用率连年达到
130%多袁生产车间的员工一年的平均工作
时间是310天遥冶沈阳用数字诠释企业面临
的满负荷状态遥截至今年10月袁SGMW的销
量已达到121万辆袁 五菱汽车在商用车市
场占有率超过51%袁预计全年有望突破140
万辆袁创历史新高遥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
研讨的商业案例遥

培植“经销商二代”
送年轻管理者读MBA
在经过 1999要2001年 尧2002要2007

年尧2007年至今3个发展阶段后袁SGMW按
照规划袁将在野十二五冶末袁实现200万辆的
产能尧具备相当的海外业务能力和技术输
出服务水准遥
在进一步确立在微车领域的地位后袁

沈阳所领导的团队将更大的精力置于战

略提升层面要要要即乘用车宝骏项目中遥
在集合股东方的资源研发多年后袁上

汽通用五菱于去年8月正式推出乘用车首
款车型宝骏630袁这个马首LOGO的全新车
标拥有十分接地气的定价袁 最低价仅为6
万出头的策略袁将目标直指二尧三级甚至
四尧五级市场的潜在买家袁同时在战略上
与股东方上汽和通用旗下的乘用车品牌

形成产品互补遥
上市1年袁宝骏的4S店网络已超过200

家袁其最高单月销量曾超过万辆袁最近的10
月份宝骏630销量亦接近7000辆遥 对于一
个初创品牌而言袁在国内车市增速放缓的
大背景下袁这个成绩相当不易遥

但这与宝骏刚刚上市时觊觎月均销

量突破1万辆的目标仍存差距袁 乘用车用
户和微车用户的需求点和购买习惯截然

不同袁 对于SGMW是一次全新的挑战和
机遇遥

宝骏基地的投产仍可以侧面反映出

SGMW对于宝骏未来的期待遥对于SGMW
而言袁宝骏品牌未来的规划将覆盖从A00
至SUV等多款车型遥

野我希望经销商伙伴可以给宝骏3年
时间遥冶SGMW销售公司总经理杨杰意有所

指的称遥目前袁宝骏品牌旗下除630外袁还有
刚刚换标不久的乐驰袁车型并不多袁可销售
的资源有限袁存在经销商起步难的问题袁但
杨杰认为袁 按照未来规划车型逐步上市袁
宝骏品牌的经销商将会与五菱经销商一

样品尝收获的果实遥
值得关注的是袁 由于宝骏经销商的

老板多数也是五菱微车的经销商袁 因此
在活动现场袁SGMW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
念袁即野经销商二代冶遥

野其实我们内部叫 耶接班人培训计
划爷冶袁沈阳纠正道遥该计划的构想是建立在
SGMW独特的经销商模式上袁 此前其微车
的经销商很多都是家族企业架构袁合资10
年间微车经销商的实力不断壮大袁而其家
族企业的管理层也逐渐向年轻化转移袁野尤
其是乘用车宝骏的经销商袁很多管理者都
是我们微车伙伴的下一代遥冶

在此计划中袁SGMW出资将许多宝骏
经销商的年轻管理者送到人民大学攻读

MBA袁旨在提升经销商的管理思路遥对于
SGMW而言袁40万辆的宝骏基地已经竣工袁
如何将有效产能转化为终端销量袁将成为
其下一步工作需要解决的课题袁在产品线
逐步丰富前袁SGMW选择从硬件到软件多
种层面的提升袁挑战下一个十年遥

宝骏基地正工投产

上汽通用五菱40万新增产能牵出“经销商二代”

宝骏基地投产，合资方高层分享竣工的喜悦。此刻的沈阳则一脸笃定（左一）地

矗立一角，等待他的将是下一个 10年。

本报记者 李邈

mailto:kangyuany@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