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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李邈

吉利正在逐步提升体系竞争力，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

根据财报，今年 1—10 月份吉利汽车总销量为 37.25万
辆，较去年同期增长 13%，完成 2012年全年 46万辆销量目标
的 81%。其中国内市场 10月单月销量超 3.64万辆，同比增长
约 20%，同时其海外市场表现更加突出，比去年同期有接近
200%的增长。

对此，吉利集团副总裁、吉利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刘金

良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营销体系的变革、产品性能的提

升、海外市场拓展以及更为迅速的售后体系，是吉利今年提速

的根本原因。今年 5月，吉利调整其原有的营销架构，将原来的
3个品牌事业部全球鹰、英伦、帝豪等调整为北、中、南三个区
域，原来的事业部总经理负责一个片区的 3个子品牌的运营。
“把三个品牌的市场集中在销售公司总部来进行，三个区

域的营销市场部负责全国大区的营销事务，也就是纵队变横

队的做法，这对我们今年的市场表现帮助很大，可以降低沟通

成本，更能贴近一线的经销商和消费者。”刘金良称。此外，由

三个子品牌的纵队转变为区域管理的横队，也有利于增加一

线人员整合利用资源的能力，包括经销商资源、车型、商圈、广

告宣传费用等。

与此同时，吉利的新车型也逐渐浮出水面，除英伦品牌

SC3、SC6和配备 6AT变速箱的 SC7在第四季度上市，新款帝
豪 EC8以及全球鹰 GX7等在内的多款新车也会在今年底前
推向市场。明年，吉利汽车还会推出帝豪 EV8和英伦品牌 SC5
三厢车等新车上市，这对于吉利的售后服务体系而言，是一个

全新的考验。对此，刘金良称，“目前，吉利在全国建立了 10大
配搭中心库。以往需要半个月到的常规订单，现在 2天就可以
送到，紧急订单 24小时内就可以送到。”

此前，吉利在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主办的“2012年度中国
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上，刚刚取得“吉利轿车安全技术的研

发与产业化”项目一等奖。据悉，作为我国汽车行业的最高奖

项，这是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首次授予一类专门

技术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车型产品，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业界对

于吉利安全方面的认可。

对于明年工作的重点，刘金良直言，吉利会把澳大利亚

6AT自动变速箱全面推向市场，实现在中国普及。此前，吉利在
金融危机时收购的澳大利亚 DSI自动变速箱已迅速实现产业
化。目前，湘潭已经开始生产 6速手自变速箱，这将成为吉利
新的利润增长点。明年涡轮增压 1.3T要推向市场，正在研发
中的 1.8T、1.0T和 1.5T陆续都会产业化。“随后，吉利会把自
动变速箱的价格向下探，我们想要形成一个自动变速箱普及

风暴。”刘金良称。

吉利刘金良：纵队变横队

尽管遭遇到了比日本地震等自

然灾害带来的损失还要巨大的“风

波”，但丰田决定用更为积极的态度

面对中国市场。

丰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

长、中国本部长大西弘致表示：“我们

已经开始推动事业本地化方面的各

项变革，力求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消费

者做出更大的贡献，要将‘丰田中国’

转变成为‘中国丰田’，实现更加扎根

于中国的本地化变革。”

2014年推合资自主车型
“2014年，丰田将与在华的两个

合资伙伴一起推出合资自主品牌。”

日前，丰田（中国）一位高层透露。这

是丰田第一次向外界宣布合资自主

品牌推出的具体时间表，此举被看做

丰田在华积极修复与政府之间关系

的开始。

去年 10月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副
司长陈建国曾公开声称：“丰田不仗

义，在其他合资企业都响应政府政策

建设合资自主品牌之时，一汽丰田和

广汽丰田都没有相关计划。”陈建国

认为，在技术输出领域，丰田在关键

时候没拉兄弟（一汽和广汽）一把。

在华遇挫的丰田，显然希望通过

这样的举动重新梳理中国的发展节

奏。数据显示，受中日钓鱼岛事件影

响，丰田在华 9月份销量下滑近 50%，
到了 10月份，销量再次下滑 44%，进
入 11月份之后，虽然下滑势头有所减
弱，但相关统计机构称，其该月同比下

滑幅度仍会在 30%左右。受此影响，丰
田方面坦言，今年在华 100万辆的销
量目标已经不可能实现。

而在中国市场的萎靡，显然会对

丰田在全球的位置产生影响。从全球

范围看，今年前三季度，丰田以 740
万辆的成绩力压通用和大众，成为全

球车企销量冠军，继 2011年被通用
和宝马双双赶超之后，丰田看到了重

返年度销量冠军的希望。

但在中国市场表现的突然恶化，

又让丰田的希望变数陡升。纵观全球

市场，前三季度丰田虽然是第一，但

通用和大众的销量也都超过了 700
万辆，与丰田差距并不大，要想成为

并坐稳全球销量冠军的位置，丰田必

须要在中国市场有所作为。

扎根中国

“除了加速本土化外，我们的机

构人员并没有变化。”日前，一位丰田

在华的工作人员私下对《中国企业报》

记者透露。由“丰田中国”改为“中国丰

田”被看做丰田在华发展的新思路。

这一微妙的变化背后，丰田的目

的旨在淡化丰田在华日系品牌的形

象，从而实现与中国市场的销量对接。

“今后‘丰田中国’要逐渐变成‘中

国丰田’，推出合资自主品牌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措施。丰田希望借此进一

步扎根中国、强化与合作伙伴的关

系，同时将加速向合资伙伴在技术、

人才等方面的输出步伐。”大西弘致

表示。这也获得了合资方一汽丰田的

认同，除了日本总部的职能在逐渐向

中国倾斜外，无论是人才培养还是国

产化生产及研发，丰田对于中国市场

的投入都在中国投下重注。“本土化、

当地化的努力，最终就是为了把‘丰

田中国’变成‘中国丰田’。”一汽丰田

常务副总经理田聪明认为，“未来这

个速度可能还会加快。”

此外，丰田认为，与通用、大众等

对手的竞争，是全球范围内的竞争，

丰田的应对策略是包括在小型车方

面加大投入。“我们认为，小型车市场

将成为中国的主战场。一方面是中国

的消费者再购车可能更多会考虑经

济性，另一方面是消费者会希望以更

亲民的价格来购买车辆。今后购车的

趋势还会从沿海地区向内地进一步

发展，我们将一方面在小型车领域进

一步强化产品，另一方面在内陆地区

进一步扩大销售，增加销售能力，通

过对两个方面的投入来强化在中国

的销售。”大西弘致表示。

拟 2014年推出合资自主车型
丰田寻觅中国解码
本报记者 李邈

日前，2012 BMW校园日在水木清华闭幕，来自清华大学的 IAnova团队力
压群雄夺得 2012年度冠军。自今年 7月正式启动以来，2012 PROJECT J创意设
计大赛即吸引了全国高校学生的热情参与，逾千件出自当代大学生的优秀创意

作品在网络平台上得到充分展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青年人锐意创想的热情，

也创下了 PROJECT J自设立以来的历史新高。
2012 PROJECT J创意设计大赛包含视觉创意、手工创作、歌舞创作及其他

四大类项目，选手可以个人为单位或组队参加比赛。比赛最终决出特等奖与一

二三等奖各一名，获得特等奖的 IAnova 团队更将梦圆德国慕尼黑参观 BMW
总部。 （李邈）

“再过一个月就到 2013年了，而明
年大众汽车将迎来进入中国的第 30个
年头。”日前，在广州车展前夜的“大众

之夜”活动现场，正式履新不到 3个月
的大众中国总裁兼 CEO海兹曼称。“中
国有句古话叫‘三十而立’，回顾大众汽

车在中国的 30年发展历程，我仿佛看
到一个卓然独立的人，随着这个国家展

开其宏伟的蓝图，并随时准备好迎接更

加激动人心的挑战。”其言辞中透露的

信息，预示着大众在中国市场已全面进

入 2018战略的步调。
海兹曼的自信来自于中国市场的

销量数据。今年 1—10月份，大众汽车
集团在中国共交付汽车 226万辆，同比
增长 19.6%。其中，大众汽车品牌共交付
汽车 171万辆，同比增长 18.4%。相比于
日系品牌的全面低迷，大众有望今年在

中国市场取得其历史上的最好业绩。而

这也将成为明年大众汽车来华 30年纪
念的最好礼物。

“中国市场的成功是大众汽车实现

2018战略的关键。”海兹曼表示。“‘同一
个集团’，指的是我们同属于大众汽车

集团，既包括乘用车，又包括商用车。两

者都是大众汽车集团不可或缺的支柱。

而‘同一个使命’，就是说 2018战略的实
现是整个集团的第一要务。”海兹曼在发

言中阐述了大众汽车“同一个集团、同一

个使命”的多品牌战略。这也是大众集团

管理层第一次在中国公开提及大众的

商用车业务。

今年 9月，大众汽车集团商用车业
务 执 行 董 事 利 夫·奥 斯 特 林

（LeifOestling）表示，将提升旗下大众商
用车、斯堪尼亚和曼品牌在中国、巴西

等新兴市场的表现，应对业务下滑的颓

势，并考虑在中国组建卡车合资公司，

以推动在华业务增长，“在重型卡车方

面，可以有两种选择推动在中国的业务

增长，既可以增加从欧洲的直接进口

量，也可以在华建立合资企业。”

考虑到在就任中国区“老大”之前

曾担任大众集团卡车业务执行董事的

海兹曼的特殊身份，此番他在广州车展

的表态或许将为“三十而立”的大众汽车

带来另一份厚礼———大众商用车业务。

“我们计划截至 2016年，为中国的
合资公司投入 140亿欧元，使产能在
2018年达到 400万辆，并为我们的全资
子公司投入 10亿欧元。”海兹曼在 11月
22日晚间提及的这组数据几乎与大众
集团刚刚通过的一系列投资计划同步。

在德国狼堡当地时间 11月 23日
举行的大众集团监事会上，讨论了大众

集团 2013年至 2015年的投资计划，未
来三年内将向汽车业务投资 502亿欧
元，该投资计划首次包括新近整合的保

时捷和 MAN品牌。在这 502亿欧元的
投资中，247亿欧元将被投入到汽车业
务部的不动产、厂房及设备。其中包括

新一代 MAN卡车的开发。这将使大众
汽车集团能够系统地推出新车型，并着

眼于开发新市场和新的细分市场。这也

从另一侧面表明了大众商用车业务将

加速入华，而海兹曼透露的针对中国市

场合资公司的 140亿欧元也将主要用
于厂房扩建、设备提升及新产品引进。

大众集团最新公布的这项投资计

划显然对一汽-大众销售公司总经理胡

咏来说是个不错的消息。“尽管一汽-大
众的销量和增速远高于其他的品牌，但

是我们没有完全突破产能的限制。我们

的佛山基地现在还在建设当中，现在更

多的产能还是靠长春基地来实现。”

数据显示：今年 1—10月份，一汽-
大众的终端销量已经超过 108万辆，超
过了去年全年的销量，同比增长 26%。
大众品牌 1—10 月份终端销量达到
75.6万辆，同样超过了去年全年的终端
销量，增幅近 25%。其中，捷达、宝来都
已成为“两万辆俱乐部”的成员，全新速

腾的销量也已经达到了 2万辆，全新迈
腾近几个月的销量也已经突破了 2万
辆。

“不管是生产基地还是经销商网络

建设，实际上我们的战略就是我们客户

在哪里，产品和网络就在哪里，同时我

们现在确实在找新的生产基地，湖南长

沙只是选择之一，但还没有最终决定。”

海兹曼显然并不担心放缓了脚步的中

国汽车市场，而他透露的这一重磅消息

表明，大众正在为冲击 2018战略做好
全面准备。

位于柳州的宝骏新基地正式投

产不到 20天，上汽通用五菱（以下简
称 SGMW）亦对外宣布，悬时已久的
SGMW 第三基地选址终告段落，其重
庆基地将在明年初开工建设。一期投

资 66亿元，将严格遵循通用汽车全
球制造体系和标准建设，预计 2015
年建成投产，建成后将具备 40 万辆
整车和发动机生产能力。借此，SGMW
将实现柳州、重庆、青岛的三地联动

生产格局。

自从 2006 年开始，SGMW 始终
占据国内微车的龙头位置。今年截至

目前，SGMW 销量已突破 132 万辆，
全年预计销量 140万辆，再创历史新
高。但与此同时，产能问题始终困扰

SGMW。SGMW总经理沈阳曾对《中国
企业报》记者表示，多年来产能利用率

始终在 130%以上。第三基地敲定重
庆，将进一步缓解 SGMW的产能困局。

对此，上汽通用五菱曾在去年 6
月启动青岛基地的整车产能二期扩

建项目，将原产能从 30 万台提升至
51万台，并在今年 10月提升了青岛
基地的发动机匹配能力。

据 SGMW副总经理袁智军介绍，
按照企业在 2015 年实现 200万辆产
能计划，目前 SGMW 柳州基地具备年
产 80万辆的整车制造能力，去年青
岛工厂二期扩建竣工后，整车年生产

能力增至 50万辆。11月 18日，上汽
通用五菱宝骏基地正式竣工投产，新

增 40万辆年产能，目前产能相加为
130万辆。

实际上，第三基地的选址已酝酿

两年之久。成都、西安、长沙、武汉纷

纷都曾与 SGMW擦出“火花”。SGMW
董事长陈虹表示，未来的中西部地

区，由于人口基数和经济总量巨大，

汽车保有量普遍较低、增长迅速等特

点，无疑将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

又一轮推动力。

SGMW 公关经理梁晓冬称，重庆
市交通便利以及投资环境较好，并已

形成了完善的汽车零部件生产配套

体系，同时在人力成本、市场机制、国

家政策等方面有着众多优势，利于企

业发展与成长。

目前，SGMW 在国内分别有柳州
和青岛两个基地，通过在重庆建立第

三基地，SGMW 计划形成南、北及中
西部地区的联动生产格局，为企业后

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微车龙头

SGMW的驻扎，使重庆将微车的“三
大”收入囊中。国内微车份额处于第二

和第三的长安汽车、东风小康都早已

在重庆落户。此外，北汽威旺也在重庆

建立了微车生产基地。梁晓冬认为，此

举有利于形成完整的微车产业链条，

集群效应将在未来进一步凸显。

重庆市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今年

重庆预计将产汽车近 200万辆，产值
约 3500亿元，到 2015年会形成年产
350 万辆汽车、产值 6000 亿元的规
模。目前，重庆已形成以长安汽车为

龙头，福特、铃木、五十铃、上汽、二

汽、北汽等品牌车企云集，1000多家
汽车零部件厂商配套的汽车产业格

局。

日前，以“微客空间王 威旺又领航”为主题，北汽威旺 205
及 205 加长版上市发布会在位于重庆的北汽集团西南基地
（北汽银翔）举行。

此前，北汽威旺仅凭单一车型———北汽威旺 306就完成了
近 3.7万辆的销量，位居微客市场销量前五，在主流市场长轴宽
体市场中，北汽威旺 306持续稳居细分市场第三。

北汽威旺今年计划完成销售 4.5万辆，拥有更多车型助
阵，北汽威旺未来的市场销售还将大踏步前进；网络布局上，

北汽威旺采取“1+N+X”网络布局策略，已经实现重点市场
100%覆盖率，次重点市场 70%以上的覆盖率，预计到 2012年
底将实现 200家一级网络的成功开发；产品规划上，除了目前
的北汽威旺 306、北汽威旺 205及 205加长版三款微客，北汽
威旺还将在明年推出北汽威旺品牌旗下微卡、小型 MPV、307、
306A12等车型，以满足不同层级消费者的细分需求。

此次上市的北汽威旺 205及 205加长版定位短轴微客市
场，以 70、80后私营业主为目标用户，旨在成为他们创业致富
路上的重要伙伴。北汽威旺 205及 205加长版共有九款配置，
其中 205的售价区间为 2.98 万元—3.83 万元，205 加长版定
价在 3.48—4.08万元。北汽股份副总裁董海洋表示，未来北汽
威旺将在市场开拓、网络布局、产品开发、品质口碑等方面持

续发力，力争在各个细分市场全面满足微车消费者的需求，助

推北汽威旺在 2013年的微车市场中实现质的飞跃。

日前，广汽三菱宣布首款 SUV车型劲炫正式上市销售，新
劲炫 ASX 共推出 1.6L、2.0L两个排量 5款车型，售价在 12.88
万元—21.88万元之间。
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广汽三菱合资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款国

产车型。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付守杰表示，除 SUV产品外，广
汽三菱不放弃轿车业务，轿车业务也在广汽三菱产品规划中。

付守杰表示，广汽三菱希望能将三菱与 SUV 之间的联想
画等号，但这并不意味广汽三菱将来不会做轿车。不过，SUV
始终是广汽三菱的重点。为完成三到五年的目标，广汽三菱将

迅速投产其他 SUV 产品，除新劲炫之外，帕杰罗、劲畅、欧蓝
德等车型也将随后国产。

广汽三菱新任总经理辰巳大助表示，“广汽三菱制定了清

晰的中期发展目标，即 3年内打造成为三菱汽车在全球最大
级别的生产销售基地，5 年内成为中国最大的 SUV 生产厂
家。”辰巳大助还透露，为达成目标，计划在 5年内年产能至少
达到 25万辆。

付守杰介绍，为加速网络建设同时控制成本，广汽三菱正

在拟建一种网络规划新模式，广汽三菱可以在已有的广汽菲

亚特、广汽传祺等任何一家广汽集团下属的品牌 4S店附近建
设展厅，一方面满足销售能力，一方面利用其售后维修网络。

北汽威旺：今年敲定 4.5万辆

广汽三菱：5年达产 25万辆

本报记者 李邈

本报记者 李邈

本报记者 李邈

大众：“而立”三十年 聚焦 2018战略

上汽通用五菱觊觎 200万辆产能
本报记者 李邈

第三基地终定重庆

日前，雷克萨斯全混动旗舰车型全新 LS 600hL 首次亮相中国市场。雷克
萨斯负责人表示，中国已成为雷克萨斯全球第二大市场。今年前 10个月，雷克
萨斯在华实现销量同比增长 32%。2012 年作为雷克萨斯中国的混合动力元
年，雷克萨斯共向中国市场引入 12款全新车型，为历年之最。目前，雷克萨斯
混合动力车型的销量占其整体销量的 22%，占中国豪华车市场混合动力车型
销量的 80%以上。

雷克萨斯副总经理郎立新表示，到 2012年底将有 100家雷克萨斯授权经销
商及更多的城市展厅投入运营。此外，雷克萨斯还希望通过全国经销商客户服务

巡视活动和经销商技能服务大赛等项目进一步提高经销商服务水平。（李邈）

中国成雷克萨斯第二大市场2012 BMW校园日创新高

丰田中国执行副总经理

董长征讲述“中国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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