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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市场呈现新格局：自主品牌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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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0471-696511018247145666
地址：呼和浩特市中山东路诚信数码13楼1309室

乘车路线：3路、4路、16路、19路、21路、26路、58路、61路、72路、76路、青城1、2号、102路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站下车即到 郑重声明：本版各类信息，如遇要求交付押金或预付款时，务必小心，谨防受骗！否则后果自负。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经营中心

广告刊登热线 ◆好消息◆
足不出户·广告遍天下

《北方新报》分类广告
可微信咨询办理
支持微信付款
扫一扫 /惊喜不断
礼品多多 /优惠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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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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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费标准

每标高70元
(22字以内)

标题每行9字，正文每行11字

人才招聘 内蒙古蒙能建设工程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招聘启事
◆招聘岗位◆风电建设工
程项目总监3名、（土建／电
气／线路）专监各10名。
◆任职要求◆项目总监要求
拥有至少两个风电项目现
场全程监理的实际工作经
验，工作地点江西、福建、内
蒙古。专监要求有监理相关
工作经验，工作驻外。全国
注册监理工程师优先考虑。
◆工资待遇◆
总监月薪7000-9000元,专
监月薪4300-6000元，另全
国注册监理工程师专家费
每月3000元。
联系人：赵女士
联系电话：0471-3949034
邮箱：mengnengzp@126.com

招高端阿姨
辅导孩子，要求大学毕业英
语熟练，本市户口年龄35以
上，住家，工资6000以上。

电话：18748183999

爱她家政15024998086
常年招聘月嫂、保姆2356116

出租转让
大型仓储库出租
5000m2、3000m2、1300m2 另
有120m2小库若干，有意电
联13734845158。

商业出租国贸对面二层
400m2租金面议18947108910

春雪四季酒店副楼出租
可分租。0471-6370386

房产销售
营业执照按揭房车工资保
单有一项就贷15354869537

身份证贷款
呼市有固定住所
电话：15148011727

15661066667工资卡
贷 款

贷款，三小时下款
电话：17704881044

极速贷，三小时拿钱
电话：15847111028

13171044449
无抵押无担保信用贷款

贷款
找我

资质代 办 （ 全 区 ） 西 部
13674740675东北部18047554711

免费评估、本地收购
13337100552 15924512788

二手车市

全国直投
企业、个人项目投资借款：煤
矿、电站、矿产、房产、在建工
程、农牧林、加工业、代缴保
证金等优质项目。区域不限，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诚聘商务代表
028-84701202

贷款咨询

3小时放款无抵押无
担保13634715882贷款

专业网贷·信用贷
费率低下款快18004711675

工作贷退休贷个体、车
房贷3小时出款15124710998

寻优质项目
房地产、矿山、电站、农牧
林、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
等。轻松解决资金困难。高
薪聘商务代表15256037238
耿经理 2498056552@qq.com

信用贷款
无担保·无抵押·当天下款
打卡工资·自存流水·免
中介费18686036000

公告声明

低价售房万达对面
新家园小区商业房，面积
20~180m2，售价12000~20000
元。13947194455

电瓶电脑电缆变压器废
旧物等13134711174

高价回收

回收礼品、老酒
免费鉴定14794712888（微信）

售房
南二环市医院旁现房高层，
售价3100/m218414373938

售华桥新村9层185m2四室
带车位、凉房 13644880000

出售金山电厂西15亩大院售
BOB悠乐城门脸13500699038

超低价售整栋楼（带院）
位于大学东街115号5800多
m2办公楼13911949465

内蒙古九合物业诚招水电暖
工，保洁绿化工13674740072

招聘销售人员若干名
有销售电动车，自行车经验
者优先，待遇优厚。美利达
自行车。电话0471-4973516

学校食堂招聘帮厨2名
女 双休18748196491 包吃 ●不慎将闫小鹏二级建造师

注册证书丢失，身份证号
码：150122198811012113注
册证书编号：蒙215141530
076，聘用企业：内蒙古城
通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签发日期：2015年4月
24日。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苏尼特右旗聚
鑫矿业有限公司股东会于
2017年4月23日决议解散
并于同日成立清算组。请
债权人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45日内向本清算组申报
债权。李登科13191055444

●呼 和 浩 特 市 网 球 协
会 不 慎 将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 正 本 和 银 行 密 码
函 遗 失 ， 核 准 号 ：
J1910003451701 声明作废
●呼和浩特科林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鲁铮医保本遗失，
编号：09141141声明作废

●本人李海燕身份证号
152631197009030024， 购
买名城国际住宅小区16
号楼1单元902室房款收
据，金额为肆拾伍万肆仟
柒 佰 柒 拾 元 整（454770
元）声明作废

●乔若涵出生医学证明丢
失编号:O150151062.作废。
●注销公告 呼和浩特市耶
理巴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105680038335M）于
2017年4月7日决议解散公
司，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
算小组，请公司债权人于
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内蒙古酒淘鼎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贾鸿发遗失残疾证，证
号1501041982073104254
●辛红燕因拆迁注销玉泉区
养鱼池西巷183号5-3-33
号房本产权证号2003005061
●吴俊峰遗失新城区新华
大街四季青城1号楼3至4
层1单元301房本，呼房权
证新城区字第2014133097
号，声明作废。

●董莲红遗失项目名称为
大盛魁文化创意产业园一
期商铺号:B-2061的委托
经营合同，声明作废

●苏尼特右旗聚鑫矿业有限
公司遗失苏尼特右旗工商
局发营业执照副本，号152
524000003193声明作废
●刘耀辉 遗失身份证1504
04199211031415声明作废
●园林高级证书编号20118
1185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宗蒙和遗失坐落于新城
区八一综合楼3层3003号
房本，房屋产权证号：
2006009687声明作废

●王爱仙遗失内蒙古医保
本。号:05300072声明作废。

●于守洋遗失就业失业
证，号1501040115000882

●同乐萱理发店遗失营业
执照正副本法人代表王志
强，声明注销。

●将购房收据遗失，编号
0523286，0520359，052344
1金额分别为33万，1.5万，
39614元，作废

●锦秀嘉苑A区二号楼一
单元301，白永昌身份证号
150302196107033013， 合
同丢失

4月19日，2017第十七
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
会开幕，在这里聚集了全球
所有的主流汽车品牌，全球
最先进的汽车技术，而不容
忽视的是，这里还有一批新
生势力，它们刚刚诞生，却
来势汹汹，无论是在传统汽
车市场，还是新能源市场，
它们都在寻求颠覆和创新，
它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名
字———中国制造。

自主品牌顶破天花板

在中国汽车市场发展
的初期阶段，曾寄希望于

“以市场换技术”，事实证
明这条道路太过曲折，反
倒是自主品牌累积技术实
力，了解中国市场，又快速
反应发力，走出一条自己
的道路。

在市场占有率上，去

年我国乘用车市场共销售
新车2793.89万辆，同比增
长13.74%，而自主品牌中多
个企业同比增长超过20%。
长安汽车和长城汽车去年
销量分别为 128 万辆和
107.4万辆，同比增长分别
为27.6%和26%；吉利汽车去
年销量为76.6万辆，同比劲
增50%。三家自主品牌在去
年均位列车企销量前十。

在SUV市场上自主品
牌的优势更明显，销量在
前十名的SUV车型中自主
品牌车型占6款，且前三名
哈弗H6、传祺GS4和宝骏
560都出自自主品牌。

价格上，自主品牌已
经突破了价格的天花板。
在过去，自主品牌产品的
定价基本都在10万元以
下，超过10万元的产品基
本上无人问津，最后不是
降价销售，就是黯然退市。

而现在，自主SUV产品中，
多款热销的主流车型售价
在12万~13万元区间。

在销量和价格双重向
上的背景下，吉利和长城将
目光放在高端品牌上，两家
企业去年先后推出了各自
的高端品牌LYNK&CO和
WEY。

新能源市场将属于中

国品牌

在本届车展上，中国
汽车的制造实力还体现在
新能源汽车上———云度、
蔚来、奇点、正道、前途、长
江EV等新品牌首次亮相上
海车展。

这些品牌中云度、前途
和长江EV已经通过国家相
关部门的审核，获得了新能
源乘用车的生产资质，在不
久的将来就有电动汽车推

向市场，与北汽新能源、比
亚迪等展开竞争。

据中汽协公布的数据
显示，2016年新能源汽车
生产51.7万辆，销售50.7万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51.7%和53%。其中纯电动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41.7万
辆和40.9万辆，比上年同期
分别增长63.9%和65.1%；插
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9.9万辆和9.8万辆，
比 上 年 同 期 分 别 增 长
15.7%和17.1%。

在政策的鼓励之下，新
能源汽车还将有更大的发
展空间，而且中国品牌能够
更好地抓住这个机遇。除了
目前的政策只有中国品牌
可以享受国家和地方补贴
之外，中国品牌车企可以更
快地适应市场，推出新能源
产品，在这一点上，与中国
品牌在SUV市场上的成功

有相似之处。

合资时代的红利正逐

渐消失

一边是自主品牌不断
向上，另一边是豪华品牌
为争夺更大的市场份额不
惜打起价格战，处在中间
位置的合资品牌面对着前
所未有的压力。

从去年4月份开始，一
场价格战轰轰烈烈地打响，
几乎所有的主流合资车企
都积极参展，这个时候不降
价就相当于放弃市场。而进
入2017年，价格战打得比去
年更早，上汽通用高层透
露，今年3月下旬开始，已经
悄然打起了价格战，目前有
一家汽车企业官方宣布降
价，其余多家企业在终端市
场立刻跟进。

合资品牌的单车利润
逐年降低，根据上汽集团

公布的2016年财报显示，
上汽通用单车利润为8981
元，同比下滑6.27%，对比
之下，长城汽车的平均单
车利润为9800元。

合资品牌既难保市场
份额不下降，又不得不牺
牲利润，而且未来，能够与
之竞争的品牌还将越来越
多，合资时代的红利，正在
逐渐消失，以至于像神龙汽
车这样的老牌合资车企在
华面临着溃败。去年神龙
汽车全年销量仅为60.02万
辆，同比下降14.77%，被挤
出车企销量排行榜前十，
甚至在今年3月份还爆出
了“停产风波”，部分工人
处于闲置，从2月底开始陆
续有千名工人被调往东风
本田。照此发展下去，不久
的将来就会有第二个广州
标致和南京菲亚特了。

（据《新京报》）

今年豪华车市场充满
变数，看点颇多。一季度，
奔驰中国以2119辆微弱优
势超越宝马中国首次在华
获季度销量冠军。也许就
是因为这种胶着的状态才
让观众觉得这场戏更好
看。

最新销量统计显示，
奔驰中国3月份销量49871
辆（含smart）实现同比增长
32.1%；一季度奔驰在国内

累计销量为144947辆。而
最猛烈的竞争对手宝马在
华 一 季 度 累 计 销 量 为
142828辆（含MIMI），同比
增长12.4%。可见，第一、第
二的竞争如此激烈，差距
只有区区2000辆。

受困于与经销商的矛
盾，奥迪在华一季度累计
销量为108179辆，同比下
滑22.14%。如果不尽快解
决内耗问题，奥迪很难在

短期内实现销量的回升。
而奔驰与宝马的后续竞
争，目前很难做出判断。奔
驰和宝马今年都准备了连
环招，计划年内推出十多款
新产品。其中，宝马全新5系
在上海车展亮相，随后6月
份上市；奔驰也将在上海车
展发布新款奔驰S级新款
GLA。除了产品，不断推进
的本土化以及以人为本的
服务才是最终的胜出焦点。

没想到豪华车第二阵
营的排序也发生了变化。
凯迪拉克突飞猛进以一季
度39414辆，同比激增90.5%
的成绩摘得第二梯队的冠
军；紧随其后的是，捷豹路
虎 一 季 度 累 计 销 量 为
33589辆，同比上涨22%。曾
经的第二梯队领军者雷克
萨斯一季度销量为29258
辆，退居第三。从目前来
看，XT5、ATS-L的畅销力

促凯迪拉克夺得第二梯队
冠军。但是伴随着全新一
代发现以及捷豹新车的陆
续上量，双方的竞争还会
更加精彩。

紧随其后的沃尔沃第
一季度国内累计销量达
23335辆，同比增18.8%；林
肯品牌一季度销量较去年
同期增幅超过100%，售出
近12000辆；英菲尼迪第一
季度在华销量10041辆，同

比增长4.5%。尽管后几位
已经与凯迪拉克和捷豹路
虎拉开了差距，但不是没
有翻盘的可能。尤其是沃
尔沃其3月份销量达到
9095辆，强劲增长20.6%，年
内全新旗舰轿车S90以及
于上海车展上市的V90
Cross Country，还有下半
年上市的全新XC60都是
沃尔沃奋起直追的利器。

（据《北京晨报》）

豪华车一季度销量排名前三：奔驰宝马奥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