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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
新产品或仍将无力支撑一汽轿车的销量增长，因为归根结底是一汽轿车需要在发展思路上进行彻底改变

销量全面下滑 一汽轿车颓势难扭？
一汽轿车 2015 年前 5 个月销量分类
本报记者 郑宇 北京报道

1.99 万辆， 同比下滑 9.74%；1~5

了三分之一， 一汽轿车要在年内

《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月， 一汽轿车累计销量为 10.46

完成近 20 万辆的销量，任务相当

但以当前的情况来看， 一汽轿车

进入今年以来， 一汽轿车股

万辆，同比下降 9.51%。 而且，这

困难。

旗下的四个品牌（红旗、奔腾、欧

份 有 限 公 司（000800.SZ， 以 下 简
称一汽轿车） 就一直处于业绩下

一颓势并不是受累于某一品类的
销量不振， 而是一汽轿车的全系

“一汽轿车目前销量下滑，主
要是受了乘用车整体销售形势的

朗、马自达）均已遇到发展瓶颈，
仅寄望于新产品“单骑救主”，显

滑的颓势中。

产品均处于同比下滑的窘境。 按
照一汽轿车的规划，其 2015 年的

影响。 目前公司已经有所规划，四
季度将会推出奔腾品牌的全新产

然很难令一汽轿车扭转颓势。 而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一汽轿车

销量目标为 30 万辆，目前仅完成

品。 ”一汽轿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的危机或许正在悄然而至。

日前， 一汽轿车公布了 5 月
产销数据： 一汽轿车整体销量为

车类

1～5 月份

1～5 月份累计增长

轿车

74851

－7.7%

SUV

28936

－10.2%

MPV

836

－63.9%

共计

104623

－9.5%
单位：辆

全线告急
根据近期所发布的产销数据，一汽轿车的颓势涉及了全系产品和品牌。
在过去 5 个月里，一汽轿车全

味着，在未来几个月内，一汽轿车全

来一直表现不佳，月均销量仅有三

量仅有 2.82 万辆， 而在去年同期，

系产品均呈下滑状态：轿车 1~5 月
累计销量为 7.49 万辆， 同比下降

系销量下滑的局面仍将继续。
尽管一汽轿车并未公布各品牌

位数，一汽轿车自主品牌的销量主
要由奔腾品牌支撑，而奔腾品牌也

这一数据则为 3.21 万辆。
“目前自主品牌的 SUV 只有

7.7%；SUV 累计销量为 2.89 万辆，
同比下降 10.2% ；MPV 累 计 销 量

的详细销量数据， 但根据其整体销
量以及其他相关数据，仍可推断出，

主要是依靠 X80 车型为销售主力。
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是因为对

奔腾 X80 一款车， 对销量的提振
作用有限。但公司对于目前增速较

为 0.08 万辆，同比下降 63.9%。
而问题的严重程度还不止于

一汽轿车旗下各品牌的销售情况：
按照马自达（中国）公布的数据，一

奔腾品牌以及奔腾 X80 的依赖，一
汽轿车才会在今年“骤然”陷入颓

快的 SUV 细分市场是有后续安排
的，在整体产品战略规划中会考虑

此。 数据显示，在前 5 个月里，一汽
轿车每月销量均呈下降态势。 尤其

汽马自达 5 月销量为 0.77 辆，1~5
月销量为 3.71 万辆；记者推算，包括

势：进入 2015 年以来，乘用车整体
增速放缓，SUV 市场也成为多数品

加强布局。 ”上述一汽轿车相关负
责人表示，除了四季度将推出的新

是近 3 个月，每个月都是全系产品
同比下滑。如上述相关负责人所言，

红旗、 欧朗和奔腾在内的一汽轿车
自主品牌， 在 5 月的销量约为 1.22

“避风港”，竞
牌尤其是自主品牌的
争不断加剧，奔腾 X80 在这样的背

如果一汽轿车当前的情况是受乘
用车整体形势下行影响，按照行业

万辆，同比下降 16.23%；1~5 月销量
约为 6.75 万辆，基本与去年持平。

预测，这一趋势仍将持续数月。这意

据悉，红旗和欧朗品牌近两年

危机信号

数据来源：车企发布

盈利能力不足和发展思路守旧，成为一汽轿车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
由于此前数年， 国内乘用车市

度和成熟性都将明显提升。 今后 5

场整体增速较快，一汽马自达和奔腾
的产品也交替地承担了销量主力的

年， 奔腾品牌将保证每年至少推出
一款全新车型， 所有现有车型都会

产品外， 一汽轿车还将在 SUV 领
域增加产品阵容。

重任， 一汽轿车的发展虽不突出，却
也相对平衡。 但进入今年以来，却罕

推出年度款， 并每三年进行一次改
款，每六年进行一次换代。 ”

景下难以维持去年的增幅，导致了
一汽轿车当前的困境。 有数据显

不过现在的问题在于，完全偏
重于奔腾品牌的新产品规划，能否

示，奔腾 X80 在前 5 个月的累计销

扭转一汽轿车仍在蔓延的颓势？

见地出现了销量全面下滑的情况。
在张欣看来， 无论是近期一汽
集团的高层动荡，还是乘用车销量逐
渐放缓的外部形势，以及一汽轿车持
续多年的发展思路，都导致当前的情

显然， 将于四季度推出的新产
品以及
“
后续安排”中的 SUV 车型正
是这一规划的产物。 至于其他品牌，
一汽轿车目前尚无相关规划对外宣
布。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即使未来奔

整体积弱
一汽轿车旗下各品牌近年来的发展都不理想，并且遇到了各自的瓶颈。
象的提升作用也相当有限。 ”

汽轿车的优势资源打造，却是“雷

现出下行的发展趋势。 前几年，由于

况不可避免。 而此番销量的全面下
滑， 也已经释放出了明显的危机信

腾品牌的新产品能够弥补 X80 的不
足， 支撑起一汽轿车的销量增长，一

整体思路上，一直以来几乎都没有
改进。”国泰君安证券首席汽车行业

自 2011 年开始，原本占据一汽
轿车销量半壁江山的一汽马自达就

声大雨点小”， 从 2012 年开始，月
均销量就一直在 300 辆左右徘徊，

中国汽车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各品牌
都调整战略、 加紧推出新车抢占市

—如果一汽轿车始终没有新的
号——
策略
“
救市”的话，不仅今年的销量目

汽轿车仍将面临此前留下的发展隐
忧：自主品牌的盈利能力不及合资品

“
从产品层面
分析师张欣告诉记者，
来说，一汽轿车的销量主力始终比

节节败退， 销量从 2010 年的 14.69
万辆一路降至 2014 年的 10.65 万

以至于业内数度传出欧朗将停产
的传言，虽然一汽轿车方面向记者

场，而一汽奔腾却维持着三年一款新
产品的投放频率。 直到 2013 年 X80

标将成为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在未
来的市场竞争中，一汽轿车旗下各品

牌。 2014 年，由于销售结构的变化，
导致一汽轿车利润总额同比减少

较单一，从前是马自达 6，现在是奔
腾 X80。 一汽轿车虽然不能主导马
自达的产品投放频率，但其自主品
牌号称研发能力最强，却也很少推
出新产品。再比如品牌定位，红旗复
兴之后依然先走‘
官车’路线，但在

辆，且下滑趋势直至目前仍未见好
转；作为一汽轿车乃至整个一汽集
团都引以为傲并寄予厚望的红旗
品牌，重新进入市场后始终表现平
平，月均销量仅有三位数，与一汽
轿车早期为其设定的
“豪华车第四

否认了这一消息，但短时间内其也
仍无推动这一品牌发展的计划。
出于这些原因，一汽轿车只能将
发展重心转移到奔腾品牌上。 在 B70
和 B50 车型推出之后的几年里，奔腾
曾一度
“
风光无限”，在自主品牌轿车

推出，这一频率才被打破。 但截至目
前，一汽奔腾品牌仍仅有四款产品。

“
渐行渐远”。
牌也将与其他品牌
但按照一汽轿车的规划， 未来

93.15%，净利润同比减少 83.99%。
“总体而言， 一汽轿车的思路

此外，业内普遍认为，除红旗
属于高端品牌之外，一汽轿车并没
有为一汽马自达、奔腾和欧朗树立
区分明确的品牌形象，导致三个品

一段时间内的发展侧重点仍在于奔
腾品牌。 一汽轿车总经理安铁成此

基本上仍旧停留在‘计划经济’阶
段，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汽车

前表示：“一汽轿车将以奔腾 X80
为基础， 开始打造多车型组合的奔

市场已经难以取胜。 如果一汽轿车
管理层的整体思路仍旧保持不变，

公务车改革的背景下，不仅红旗不
能再以此大幅提升销量，对品牌形

品牌”的目标越来越远；而在 2011
年推出的欧朗品牌，虽然集中了一

的销量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但随
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奔腾也开始呈

牌之间的产品定位有所重合，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内部竞争。

腾
‘大未来’。 未来奔腾品牌将逐渐
实现模块化生产， 新产品的推出速

它的发展前景堪忧。 ”有行业分析
人士认为。

“一汽轿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从证明题到选择题 7 座 SUV 的理性思考
时， 也相应增加了前后排的腿部

近年来， SUV 在中国车市可
谓是全民“热恋”对象，继主流、小
型 SUV 之后，今年市场的热点转
移到了中大型 SUV 市场。 粗略的

空间， 极大增强了乘驾的舒适
感，后备箱空间也更大。 同时相
比同价位的 7 座车型，在配置上

估计，今年的 SUV 市场有 20 余款
新车上市，中大型 SUV 占有较大
比重。 当中既包括汉兰达、锐界等
现阶段主力车型， 更有一经亮相
便备受瞩目的新楼兰等全新力作

往往更加丰富。 如此看来，5 座才
是 SUV 界值得长期持有的“蓝
筹股”。
在今年即将上市的 5 座中大
型 SUV 中， 有不少车型都十分值

问世。

得期待。 其中，新楼兰可以称得上

其中，7 座中大型 SUV 在市
场上的呼声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
众厂商一方面热情高涨，频频推陈

是一款时尚、豪华派的代表车型。
外观设计上， 新楼兰与传统的 7
座中大型 SUV 截然不同， 没有为

出新，集体向 7 座 SUV 发力；另一
方面也给予 7 座极大地宣传力度，
将其夸赞为中大型 SUV 的“
全能”

第三排而妥协的尾部造型， 取而
代之的是极具未来感的悬浮式车
顶和流畅、动感的车身线条。

产品。 一时间，似乎 7 座 SUV 与中
大型 SUV 画上了等号， 成为了一
道理所应当完成的证明题。

在内部空间上， 新楼兰同样
进行了大胆颠覆，典雅、精致、舒
适是新楼兰在内饰上给人的第一
感觉， 而传统的 7 座 SUV 则更偏
向中庸与沉稳。 同时，由于没有了
第三排座椅的约束， 新楼兰为车
内每个乘员都提供了充足的腿部
空间，并加入了 BOSE 音响、零重
力座椅等豪华配置。 可以说相对
于传统 7 座 SUV 来说， 新楼兰是
一款更懂得生活、 更懂得享受的
车型。
与汉兰达、 锐界等同级别车
型相比， 新楼兰的设计思路和产
品风格可谓截然不同。 相信更加

看上去很美
7 座中大型 SUV 仍待考验

时尚 PK 中庸
中大型 SUV 谁为蓝筹

在中国乘用车市场的版图
上，SUV 早已是“神”一般的存在。
2014 年，SUV 销量以同比 36.44%
的增长率累计达到 407.79 万辆，
增长速度高于乘用车平均水平近

随 着 80 后 、90 后 人 群 的 崛
起， 汽车市场的消费理念也随之
日趋个性与多样化。 对于新时代
消费者而言， 纯粹的大空间不再
是买车的必须， 座驾能否表达自

四倍。 今年 4 月， SUV 总销量更

我， 体现自身价值等一系列综合
因素才是消费的关键。
在中大型 SUV 市场上，7 座
SUV 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代表了 70 后一代不得不顾及事
业与家庭，折中自我的中庸消费
观念：造型方正沉稳、内饰舒适
居家、高大的车身，往往是让他
们看重的要素。 与之相比，逐渐
成为社会中坚的年轻一代消费
者更愿意展现自我品位与性格。
相对丰富的物质条件和轻松的

是 达 到 46.16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48.49%。
相较 SUV 如虹的增长势头，
近一段时间声势浩大的 7 座中大
型 SUV， 在销量表现上似乎并没
有“看上去”那么美。 以全新胜达
为例，2014 年全年销量为 7.14 万
辆， 其中 7 座版销量尚不足 1 万
辆。 目前 7 座中大型 SUV 仅有在
3 月进行“
7 座大换血”的汉兰达
表现较为抢眼， 但从车型数量和
销量上看，7 座中大型 SUV 仍然
是小众市场。

全性四方面， 都存在着诸多值得
商榷的地方。
首先，7 座 SUV 备受推崇的
大空间，实用性其实还有待考量。
第三排座椅的空间较为狭小，成
人很难获得宽适的体验。 退一步

的限制， 第三排的乘客很难获得
适宜的温度， 冬天往往会出现前
排“热得流汗”，后排“冷得发抖”
的情况。 另外，受限于后排空间、
车门和尾部设计， 第三排座椅不
仅令乘客上下车极为不便， 也使

7 座作为噱头，吸引喜爱大空间的
消费者。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对
MPV 车型接受度不高，7 座中大
型 SUV 被当作了
“
折中之选”。 实
际上， 对于很多消费者而言，7 座
的确有些鸡肋， 屈指可数的使用

销量表现与宣传热度的相
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选择 7
座” 这个问题本身的真伪有待商
榷。 从消费者实用感受来看，7 座

讲，即使 7 人轻松入座，后排座椅
的出现也会令行李箱空间大打折
扣， 难以容纳下较长旅行中 7 人
所需的行李。

座椅在安全性上难以和前两排相
媲美，令人感觉形同虚设。
既然如此， 为何 7 座中大型
SUV 近年来令众多车企“竞折腰”

次数和 7 座版更高的售价让不少
人感到纠结。 因此，理性看待这道
证明题的真伪， 相信会让众多车
企和消费者对 7 座中大型 SUV 这

SUV 在空间、舒适度、便捷性和安

舒适性方面， 由于空调分区

呢？ 究其根本，一方面是厂家利用

片蓝海重新思考。

生活环境，令他们有机会遵从内
心、向传统说不，因此也为时尚、
豪华派的 5 座中大型 SUV 崛起
奠定了基础。
与 7 座车型相比，5 座中大型
SUV 的实用空间和舒适性有过之
而无不及， 减少第三排座椅的同

时尚、更具豪华感的新楼兰，在上
市后可以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的
目光，也为陷入“
7 座迷局”中大型
SUV 提供新的发展思路。
对于中大型 SUV 而言，7 座
车型的未来我们仍旧需要画个问
号。 当然，这里并非否定 7 座 SUV
存在的必要性。 对于需要多人出
行的大家庭， 或是热衷携带宠物
的消费者，7 座的确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但相信随着消费需求的不
断变迁、新生代群体的崛起， 7 座
SUV 将不再是中大型 SUV 必须
完成的证明题， 而会成为依据自
身需求而做的一道选择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