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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销量
连续负增长

“从今年5月开始，有几家经销商集
团已经拒绝再进货了。车企想尽各种办
法都不管用。”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暗
示，这是一家欧洲豪华车企。

而在刚刚过去的8月，经销商和厂商
之间更是矛盾频发，主要原因是源于居
高不下的库存、急转直下的车市行情带
来的严重亏损，以及紧绷的资金链。如
果仅仅只是短时间的危机，经销商还能
够坚持。但是，假如所经营汽车品牌卖
厂、转型和退出中国的流言四起，换成是
谁都会坐立不安。

“我买车的4S店倒闭了，我还有两次
保养合同没履行，怎么办啊？”两个多月
前，包头市车主陈先生向记者投诉。陈
先生告诉记者，该品牌在包头市唯一授
权特许经销商开张已有7年，但让他预料
不到，该4S店突然关门歇业。

6月、7月销量持续下滑，经销商随车
市一起陷入冬季，库存长期超过警戒
线。“现在汽车越来越不好卖，经销商的
自信也受到打击。”一位经销商负责人表
示，“以往卖一辆车，4S 店只需要倒贴
2000~3000 元，现在就算倒贴 5000~
8000元，消费者还在观望”。

乘用车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7
月份，中国乘用车同比下滑5%，8月同样
不容乐观。乘联会最新数据显示，8月上
旬与去年同期相比销量下滑的幅度依然
较大，零售量同比下降17.9%，批发销量
同比下降14.5%。

受此影响，今年的整体销量或将首
次出现零增长，甚至有可能负增长。好消
息则在于，7月和8月的传统淡季即将过
去，金九银十扑面而来，让汽车企业和经销
商的价格战有发挥的余地。价格战是一把
双刃剑，不打，直接死亡；打，卖得越多亏得
越多。“下半年表现，尤其是四季度应该是

决定性的。”一位经销商告诉记者。

调整

SUV放缓
轿车升温

崔东树认为，汽车销量下滑的主要
原因是消费者购买力降低。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7月发布库存指数的同时，还提出
建议，经销商要根据实际情况，理性预估
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库存水平，以防
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营风险。

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
曾指出，“这两年卖不好的都是产品力的
缺乏”。但吉利汽车、广汽传祺、上汽乘
用车、广汽丰田、南北大众、长城汽车则
迎来最好时刻，引领市场前行步伐。

当然，“学霸们”也感受到随市场急
剧下滑带来的压力。长城汽车7月份销
量为54334辆，同比下降21.33%。截至
7月，长城仅完成全年销量目标的45%。
其中，高端品牌WEY旗下VV7和VV5
分别只有3508和 3032辆销量。同样陷
入低谷的还有长安。7月长安乘用车销
量为 54571 辆，同比下降 15.5%。主力
SUV车型销量的持续下滑是长安销量下
滑的主要原因。

依靠单一车型或仅依靠SUV快速增
长的疲态尽显，轿车和SUV“两条腿”走
路，再一次被印证是在车市常青的有效
方式。今年增长最快的两家自主品牌吉
利和上汽乘用车之所以能够逆市保持高
速增长，获得与合资车企叫板的底气，在
于其密集投放SUV的同时，同样在轿车
市场持续发力。

6月以来，SUV销量明显下滑，红利
正在逐渐褪去，轿车则趋于稳定。中汽
协秘书长助理陈士华表示，中国车市再
一次迎来结构性变化。而这一次的变化
将更加的彻底，车企彼此之间的竞争将
在更大宽度、广度、深度上进行。

押宝 SUV，已经听到梦碎的声音。

而没有放弃轿车的，则赢得进入车市下
半场的入场券。从南北大众到上汽通
用，从吉利到名爵，从本田到丰田再到日
产，都能清楚看到轿车正在成为推动企
业新一轮增长的发动机。第八代凯美
瑞、第十代雅阁、全新朗逸PLUS，轿车在
快速更新的同时，SUV却在低端领域重
复做同质化的事情。

业内人士表示，从产品结构来看，相
较于合资企业，中国品牌偏科严重，SUV
销量占比超过80%。除了吉利和上汽乘
用车，中国品牌在轿车领域并没有太大的
作为。而中国品牌在中国车市市占率要
超过50%，除了在SUV要有所突破之外，
也必须布局轿车市场。所以，中国品牌如
果想要实现产品、品牌升级，那么轿车就
要为其销售贡献一分力量。中国品牌和
合资品牌差距在哪里？其实就是轿车。

观察

新车企
前景不明朗

车市的另一势力，新造车企业今年
尚不能发力，而且还未开始全面交付，就
陷入资金危机的困局。新造车企业的风
向标特斯拉正在进行持续的拉锯战，先
是在中国建厂，后是寻求在美国退市，最
后又宣布不再退市。抗争的背后，特斯
拉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烦，创立8年来，特
斯拉烧钱速度惊人，并且从未真正盈利，
财报显示到今年5月份，特斯拉未偿还债
务高达94亿美元。

特斯拉的境遇，也暴露出新造车企
业目前资金缺口依然巨大的事实。8月，
蔚来汽车宣布赴美进行IPO；而小鹏汽车
宣布获得新一轮的40亿元融资，并打算
在2019年以前再完成融资300亿元。获
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可持续性发
展，这是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正在做的
事情，但显然，不是所有新造车企业都能
够做到这点。 （本版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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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V与轿车的区别

近几年 SUV异常火爆，在同
价位的SUV和轿车，人们经常纠
结是买SUV还是买轿车，比如凯
美瑞和丰田 rav4、雅阁和 crv、帕
萨特和途观，下面就看看轿车与
SUV的区别。

●油耗
开车每天都需要油耗，这一个

长期的成本，自然成为人们最关心
的因素，同等规格尺寸和动力水
平，据不完全统计，SUV的油耗要
高轿车至少20%，有的甚至更多。
因为SUV的大块头在那里，需要
更多的材料，所以更重；其实行驶
过程中 SUV风阻就是轿车的 1.5
倍甚至更多；现在有些SUV还得
为了研制或者驾驶稳定性使用更
宽大的轮胎，虽然目前有些 SUV
油耗设计得很合理，但是如果他们
变成轿车油耗会更经济。2.0L以
下的轿车跑高速油耗7L以下的很
多，但是换成SUV一般都在9L以
上。当你享受SUV带来的开阔试
验和驾驶体验时，油耗就成了高效
动力的发动机。

●驾驶感
SUV 最大的优势就是坐得

高，看到远，但是在铺着良好的公
路上，95%的轿车操控好过SUV，
尤其在道路转弯时，SUV由于高
重心、转弯侧倾大、高速被横风吹
容易跑偏，这些都是买SUV无法
避免的。不过SUV最大的优点在
于通过性，面对常见的修路、马路
牙等障碍，开SUV的人可以更随
意，开轿车则要小心翼翼。

●功能性
说来SUV的功能性可能多于

轿车，比如：尾厢可以放比较高的
东西，放倒后座靠背后，用来搬运
大件的家当；但是很多三厢轿车的
尾厢空间其实比SUV的常规尾厢
要大，最为日常存放已经足够，就
是后排座位放倒，这个功能基本用
不着。

●价位
同价位轿车比SUV舒适性更

好。就拿10-25万元这个区间来
说。同等价格SUV与轿车比如：
CR-V 和雅阁、途观和帕萨特，
SUV都要低一个档次，这低一个
档次表现在行驶稳定性、隔音和滤
震水平的差距上。 （周立伟）

2018年9月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张璐 版式策划：刘文强 制图：刘文强

7

很多人买车时发现：想要的配
置不是标配，想买还得多花几千元
乃至数万元；而高配的车型有些配
置显得多余。

如果你被诸如此类的问题困
扰着，不妨先看看近几年汽车配置
的变化趋势，或许有所帮助。

哪些配置
应成为标配？

●收音机是必需品
从记者身边同事和朋友的使

用习惯来说，收音机和多媒体系统
是他们认为必须要“标配”的配置，
至于蓝牙电话和车载语音，有人则
认为可有可无。虽然当前我们离
不开手机，但蓝牙耳机有时候能替
代车载蓝牙电话的使用，尤其是在
车内人多的时候，蓝牙耳机的隐私
性比“免提却扩音”的车载蓝牙电
话更胜一筹。至于车载语音，现在
越来越多人习惯用了，是解放双手
的好功能，但系统对语音的识别和
反应方面，记者调查发现，很多司
机并不满意。

●座椅关注度最高
进入车内，就不得不说到一款

车的舒适性问题。那么大家认为
最应该标配的配置是哪些呢？根
据J.D.POWER的调查：空调、车内
灯、座椅调节是车主最关注的配
置。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车内空
调的相关功能成为焦点。其次，座
椅调节的便利性也是关键，一些手
动的则被司机吐槽，认为电动应该
成为标配！至于按摩、加热等辅助
功能，则可有可无。使用率最低的
舒适或便利配置中，车载管家几乎
被忽略，很多司机看见了仪表盘上
的提示，但是基本懒得去理。

●自动泊车被吐槽多余
在 J.D.POWER的调查中，辅

助驾驶配置中最受司机欢迎的标
配项目居然是倒车影像监视系
统！其次是行车记录、盲点预警和
导航系统等。除此之外，该调查报
告显示，使用率最不高的是部分豪
华车上标配的“抬头显示”功能，

“自动泊车”和“低速碰撞预警”的
使用频率也很低，大多数司机基本
上没有用过，甚至觉得比较多余。
而汽车厂家则称，这些功能主要是
给新手司机和女司机用。

●倒车影像应成标配
记者采访时发现，基本上所有

司机对倒车雷达都有依赖性。那
么升级后的“倒车影像”怎么样
呢？有的司机说“看不懂”……其
实这与不同车型配置的倒车影像
的画面高清精度有关，有的3D画
面看起来非常不真实，其实也影响
车主的判断。但对于配置较高的
倒车影像，司机们还是很欢迎的，
因为比倒车雷达更直观，还能解决
视野盲区的问题。对于这项配置，
被采访的司机都认为，应该成为
所有车型的未来标配配置。至于
被 J.D.POWER 诟病的使用频率
最低的抬头显示，实际发现，主要
还是显示效果不好所致。在大多
数驾驶情况下，抬头显示其实可
有可无。

在记者调查中，对于一些热门
的智能安全驾驶辅助配置，很多司
机吐槽最多的还是其系统反应的
灵敏性，很多司机表示对这些功能
缺乏信心。 （据《广州日报》）

车学堂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其实这款电动车早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就全球首发了，可是直到
2017 年 7 月才对美国市场的首批订
单进行交付，而对于一再延后的中
国市场，从官网预定来说，要延期至
2019 年。什么电动车如此神秘呢?
它就是特斯拉MODEL 3。

MODEL 3 可谓颠覆了特斯拉
一如既往的造型，完全取消前格栅
的设计，整车造型极其简洁，却更具
辨识度。全 LED 灯组采用全新设
计，这也是特斯拉未来车型的家族
式设计。至于尾部造型，和 MOD-
EL S 较为相似，采用了 LED 光源，
充电口位于左侧灯角处，全车设有
多颗摄像头，主要用于自动辅助驾
驶等功能。另外，除了提供传统钥
匙外，特斯拉还提供钥匙卡，可以通
过开启车门并启动车辆。

车秀场

中国汽车企业身处的境遇艰难中国汽车企业身处的境遇艰难，，并非夸大其词并非夸大其词。。无论是有数十年无论是有数十年、、上百年造车历史的传统车企上百年造车历史的传统车企，，还是还是
成立只有数年成立只有数年、、刚开始尝试交付的新造车企业刚开始尝试交付的新造车企业，，都面临两种命运都面临两种命运，，要么清盘出局要么清盘出局，，要么成为要么成为““头号玩家头号玩家””。。吉吉
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不同场合下强调过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不同场合下强调过，，未来中国汽车市场只有未来中国汽车市场只有55~~66家汽车企业能够存活下来家汽车企业能够存活下来，，
其中其中，，44~~55家是传统车企家是传统车企，，11~~22家是新造车企业家是新造车企业。。

特斯拉领跑新能源

汽车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