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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
市场，在中国可以生存，没有理由在
别的市场不能生存， 关键是决心和
耐心够不够。 ”蔚来汽车在上海发
布挪威战略后， 蔚来汽车创始人李
斌这样说到。

在上汽集团、 领克汽车等车企
之后， 蔚来汽车成为中国车企进军
欧洲市场的又一“生力军”。根据蔚
来汽车的规划，，2021 年 9 月，蔚来
将开始在挪威市场交付 ES8 车型，
2022 年， 蔚来首款轿车 ET7 也将
在挪威开始交付。

2018年下半年开始， 中国车市
结束了近 10年的快速增长，微增长
和存量竞争成为中国车市的新“关
键词”。在中国车市竞争愈发激烈之
时，“出海” 开拓全新的区域市场，
似乎成为格大车企的一个新选择。

欧洲新能源汽车的“新蓝海”

当下欧洲新能源汽车转型明
显， 数据显示 2020 年全球新能源
汽车销量占比中， 欧洲市场份额达
到 44%，同比增长 18%，并超过中
国市场， 成为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汽
车消费市场。

从区域细分市场来看，2020 年
第四季度德国纯电动汽车已占到整
体市场的 22%；2020 年挪威销售
的纯电动新能源车占北欧国家销量
的 54.3%，高于 2019年的 42.4%。

此外， 欧洲各国政府继续颁布
政策，大力扶持新能源汽车。以德国
为例，从 2020 年 7 月 1 日到 2021
年底，德国将对售价 4 万欧元以下
的纯电动汽车补贴 9000 欧元；纯
电动汽车税收减免上限从 4 万欧
元提升至 6万欧元，免税期从 2025

年延长至 2030年。
同 时 欧 盟 2020 年 制 定 了

96g/km 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目
标， 以严苛的标准进一步倒逼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早前曾有消息显示，
欧盟在一份内部草案中规划，到
2030 年纯电动汽车到使用规模至
少达到 3000 万辆， 相当于目前的
20倍以上。

毫无疑问， 欧洲新能源汽车市
场将会是各大车企眼中的 “香饽
饽”。

上汽集团作为中国车企进军欧
洲的先行者， 已然享受到了欧洲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红利。 2020 年，上
汽实现整车出口和海外销售 39 万
辆，同比增长 11.3%，海外销量超过
中国车企海外总销量的三分之一，
连续五年蝉联全国第一。

其中在欧洲市场， 上汽自主品

牌MG和Maxus全年整车销量超
过 4万辆。 上汽新能源车型凭借着
出众续航、安全性高、高度智能化等
突出优势， 完成了 2.5万辆销量，占
比达 6成。 除了汽车销售的营收外，
向欧洲出口的电动汽车还为上汽集
团带来了额外的积分收入。

“2020 年靠积分一辆车获得
4000 欧，差不多大概拿到 4000 多
万欧的积分收入。 ”上汽集团总裁
助理、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上汽国际
总经理余德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未来， 上汽集团计划推出更加丰富
的电动车产品进入欧洲市场， 力争
2025年把欧洲升级成“十万辆级”
市场。

中国车企的差异化优势

相比于西亚、非洲、东南亚等新

兴市场，欧洲汽车产业发展已有百
年的发展历史， 有着强如大众、奔
驰、宝马、Stellantis 等强势本土企
业，汽车文化和用户消费习惯较为
成熟，是一个固化相当明显的市场，
近年来进军西欧的品牌不少，但即
便强如丰田、本田，在西欧市场所产
生的影响力依旧相当有限。

以上汽集团为代表的中国车企
能够进军欧洲， 并获得一定成功，并
非单纯依靠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增
长的大环境。 欧洲车企在“新四化”
上较为迟缓的反应，让中国车企得到
了获取差异化优势的机会，并以此在
欧洲市场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

当前大部分欧洲车企在纯电动
汽车领域依旧保持这燃油车的思
路，在智能化、续航里程等电动车关
键领域进取不足， 以大众集团推出
的 e-Golf为例，这款在德国销量排

名前茅的纯电动汽车， 综合工况续
航里程仅为 270km，智能化程度和
传统燃油车也并无二致。

以上汽集团为例， 除了踩准了
欧洲新能源汽车增长的大环境外，
上汽集团在“新四化”领域的前瞻
性布局， 为上汽集团在欧洲汽车市
场占据一席之地贡献了巨大的力
量。依托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上汽
新能源车电池的安全性、 寿命和里
程数业内领先，2019 年 MG� EZS
成为 Euro� NCAP 历史上首款获
得五星安全评价的纯电动小型
SUV，获得了以严苛著称的欧洲消
费者的认可。此外，以斑马智行为代
表的智能化、 车联网功能也给予欧
洲消费者全新的使用体验。

蔚来、领克则在产品以外，在用
户社群、 使用体验等领域打造出更
多的差异化优势。以蔚来汽车为例，
蔚来汽车在挪威将自建由车、服务、
数字化和生活方式构成的完整运营
体系，打造以车为起点的社区。

蔚 来 挪 威 总 经 理 Marius�
Hayler 表示:“蔚来即将进入挪威
市场， 为挪威用户创造愉悦的生活
方式，打造一个以车为起点，分享欢
乐、共同成长的社区。 ”蔚来汽车希
望在挪威复制中国的服务体系为欧
洲消费者带来全新的使用体验，而
这一用户服务体系已经在中国市场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在领克发布的欧洲计划中，
“分享”成为关键词，领克提供便捷
的车辆使用服务， 用户可自行选择
订阅式短租、长租或者购买车辆，除
了与家人分享， 还可以与邻居分享
汽车的使用权， 让汽车成为社区的
一份子，为整个社区服务。为了更好
推进欧洲市场， 领克计划以成立出
行服务公司，并由规模 200 人的团
队覆盖欧洲专门的海外团队运作。

新能源趋势明显

中国车企角逐欧洲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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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集团为“新世代”车型与
德国政府合作开发下一代电池技
术。据悉，该技术将大幅提高电芯能
量密度，并减少源料和生产成本。此
外， 还将提高可再生材料的使用比
例，确保真正的绿色环保。宝马集团
认为，高性能、可持续的储能系统是
未来个人出行发展的关键因素。 因
此， 要发展高性能电芯和电池价值
链， 具备可持续特性的创新电芯必
不 可 少 。 开 发 第 六 代 BMW�
eDrive� 电力驱动技术的过程中，
宝马集团通过评估电芯结构、 化学
组成及电芯模块，以创造真正绿色、
低碳、可回收的电池。

“新世代”车型将主要有以下三
大特征： 完全重新设计的 IT和软件
架构、全新一代高性能电力驱动以及
贯穿整个车辆生命周期的全新可持
续理念。 在刚刚过去的上海车展中，
创新BMW� iX迎来亚洲首秀。作为
宝马集团“新世代” 车型的开山之
作，不仅融合了宝马在设计、数字互
联、电动化和自动驾驶等战略创新领
域的最新开发成果，更为品牌的“新
四化”进程开启全新篇章。

凭借多年对新能源领域的探
索， 宝马集团在电力驱动技术的完
整价值链中已拥有了深厚的技术储

备，并实现了电芯技术的逐代优化。
从 BMW� i3 应用的第三代电驱技
术，到创新纯电动 BMW� iX3 应用
的第五代 BMW� eDrive 电驱技
术， 正极材料中钴元素的比例由
33%降低至 10%，而镍的含量提高
至 80%左右。 同时，创新 BMW� iX
高压动力电池中约应用了 50%的
回收镍。未来，宝马集团仍将继续推
动电力驱动技术的发展。 2030 年
前， 宝马集团预计将电芯能量密度
在目前水平上提高 50%。

产品方面， 未来几年宝马集团
将在全球提供大约 12 款纯电动车
型。 其中，BMW5 系、BMW� X1、
BMW7 系及其它车型纯电动版本
将相继推出。 到 2023年，纯电动车
约将覆盖 90%的细分市场。 到
2025 年， 预计完成第 200 万辆纯
电动车型的交付。 到 2030年，全球
销量中至少有 50%是纯电动车，这
意味着宝马集团正在为实现碳中和
的全球目标贡献力量。

践行碳中和 宝马是这么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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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集团发布一季度报

4月 29 日， 上汽集团发布一
季度报告， 报告显示上汽集团一
季度营业总收入 1,890.9� 亿元，
同比增长 78.5%； 归母净利润
68.5 亿，同比增长 510.8%；扣非
归母净利润 62.2 亿， 同比增长
800%。 财报指出， 一季度集团
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长主要与整
车销量同比增长有关， 据其官方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集团销量
同比增长 68.24%至 114.24 万
辆。

晨车评： 作为国内的领军车
企，上汽集团在 2021 年第一季度
交出了一份高分答卷。 但上汽集
团似乎还没有完全用尽全力 ，自
主板块的五菱 MINIEV 已经成
为现象级产品， 智己、R 汽车蓄
势待发， 合资板块上汽通用 、上
汽大众已经开启电动化的转型 ，
豪华品牌市场中凯迪拉克依旧保
持不错的保险， 上汽奥迪则将成
为又一新的增长点。 在汽车行业

巨变的当下， 上汽集团还有很多
牌可以打。

领克发布领克 09 官图

5 月 9 日， 领克汽车官方发
布了旗舰 SUV———领克 09 的官
图， 这款基于 SPA 架构打造的
产品定位于中大型 SUV，预计将
于年内正式亮相并上市。 从之前
获得的信息来看， 新车将搭载
2.0T 发动机在内的多种动力组
合 ， 包含其中包含 2.0T+8AT�
48V 机 械 四 驱 ；2.0T+8AT�
PHEV 电动四驱；2.0T� HEV 轻
混电动四驱等， 最大功率将从
252 马力到最高 431 马力，其中
机械四驱来自博格华纳六代四
驱技术。

晨车评：09 或许意味着这将
是领克品牌下定位最高的产品 ，
这也是领克首次运用 SPA 平台，
在这一平台下， 还诞生了沃尔沃
的旗舰 SUV 沃尔沃 XC90、 旗舰
轿车 S90， 在这样一副好底子下，
领克 09 的产品力应该会再次捅
破中国品牌产品的天花板。

福特中国密集人事调整

近日， 福特中国对人事进行
了密集对调整。 福特中国宣布成
立福特中国福特品牌乘用车事业
部， 由福特汽车南美及国际市场
总裁 Lyle� Watters 出任该事业
部总经理。 何晓庆接替沈鼎文
(Steven� Armstrong)出任长安福
特总裁， 全面负责长安福特的运
营， 成为长安福特十年来首个华
人总裁。 现江铃汽车执行副总裁
熊春英将接替王文涛担任江铃汽
车总裁， 全面负责江铃汽车的运
营。 陆逸接任杨嵩，担任福特中国
销售服务机构(NDSD)总裁，杨嵩
调任福特中国乘用车事业部副总
经理。 福特中国电动车事业部首
席运营官(COO)朱江离职。

晨车评： 从巅峰到低谷再到
筑底上行，车市下行的大环境下，
车企如何止住颓势、企稳回升，福
特绝对是一个优质的范本。 在人
事调整后， 围绕着福特中国总裁
兼首席执行官陈安宁打造的全新
领导班子， 能否让福特继续上行
并重回巅峰？

/上汽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