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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超百亿销量仅数千 红旗离豪华品牌还有多远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张力克

未能将各种技术整合， 反而一直在
内耗，并加大集团技术成本。

为公还是为私？

在前不久的某论坛上，调任一
汽集团董事长仅一个月的徐留平宣

一汽集团此前一直主打的 “红

布了一个宏伟目标——
—“红旗要成
为中国第一和唯一的豪华品牌”。

馆”，按照规划，是在每一个省会城
市建设一家，宣传红旗文化，借公车

对于红旗品牌，国内大众是既
爱又恨，爱是因为民族骄傲，恨则是

和历史感的双重效应让私人用户接
受新红旗。

因为它“与市无争”，竞争力太差。

在首批 9 家“红馆”中，投入最

所以，搞好红旗，就成为每一任一汽
集团董事长要完成的历史使命。 在
徐留平之前，一汽集团两任董事长
徐建一、徐平都曾为红旗的发展做

大的是位于寸土寸金的北京金宝街
的“红馆”，占地面积近 600 平方米，
投资 3000 万元，仅装修就花费了几

过努力，但红旗品牌和红旗产品在
市场中的存在感依然很低，只能借

百万元。 其他地方的“红馆”也都是
在按照该标准建设。

着“阅兵”这样的机会偶尔露露脸。
作为“共和国长子”，红旗品牌

有业内人士笑称， 从装修风格
来看，这样的“红馆”太过严肃，明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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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战屡败之路还将持续多久，距离
真正的豪华品牌还有多远？

一汽集团方面还表示，在“十二
五”期间，一汽集团将再投入 105 亿
元， 进一步提高红旗产品的研发能

百亿投入与千余销量

力，丰富产品系列。 五年内，红旗产
品将投放两款 SUV，一款商务车和

对于红旗，一汽集团从未放弃，
但也并未认真。 自改革开放后，一
汽集团先后推出了“小红旗”、“大红

一款中型礼宾客车， 以满足客户对
于红旗高端车的需求。
至于渠道建设， 一汽集团更是
下了血本。 红旗不会与一汽轿车现
有的产品并网销售，而是采取“红旗

旗”、“红旗名仕”、“红旗世纪星”等
车型，但是这些车型基本都是在奥
迪、克莱斯勒、林肯的外资品牌已
成熟的产品、技术上进行再开发而

会馆+城市品鉴中心+4S 店”的渠道
模式， 其产品将享有四年十万公里

来，改造较好的产品也就在市场中
红极一时，而后迅速消失。
直到 2008 年，一汽集团提出“红
旗复兴”计划，这才使历经多次停产、

品质保障。 从操作层面来看， 这将
大大增加运营成本。
在万众期待中，红旗 H7 在 2013

复产循环的红旗得到认真对待。
在 2012 年北京车展期间，一汽

场没多大关系。

者，与其独立发展红旗，不如学习日
系豪华车的发展路径。 的确，自
1989 年丰田汽车开始在美国市场

没有“根”
事实上， 在红旗 H7 第一次亮
相的时候， 许多消费者就已为这款
车型投下了“反对票”。
在业内人士看来， 所谓的全新
红旗 H7， 不过就是日本丰田 12 代
皇冠车型的翻版。 从尺寸上来看，
红旗 H7 的车与 12 代皇冠的车高
均为 1485mm， 其他部位如 A 柱、B
柱也都非常相似。 在发动机方面，

推出首个豪华品牌雷克萨斯之后，
日系豪华品牌讴歌、 英菲尼迪也都
大获成功。
这三大豪华品牌成功的一个关
键因素就在于它们的母品牌丰田汽
车、本田汽车、日产汽车各自都拥有
较为完善的技术和竞争力较强的产
品， 这几家车企先是在普通品牌间
打赢了对手，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才

着就是要跟大多数人拉开距离。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红馆”仅
仅只是作为广告招牌一样存在，即
便是路过的消费者也只是看一眼，
并没有深入接触的打算。
从红旗的发展史来看，红旗品牌
和产品主要是为官方服务，“阅兵”成
为其存在的重要价值。 而一汽集团自
选择复兴红旗开始，想着把红旗做成
一个只服务小众群体的品牌。
此前，奥迪就是走的“官车”路
线。借助庞大的公务车市场需求，以
及与政府部门密切相连的商界，奥
迪奠定了自身在公务车、 商务车市

红旗 H7 与皇冠 Majesta 均装备了
3.0L V6 发动机， 两款发动机均为

趁势推出豪华品牌及车型。
反观一汽集团， 其自主品牌奔
腾，仍然还在用马自达的底盘、配合

年 5 月 30 日成功上市， 同时红旗品
牌也在市场再次迎来失败。 来自乘联

全铝材质，并且最大功率、最大扭矩
完全一致。 在悬挂方面，红旗 H7 与

大众的发动机在造车， 所有的技术
都是来自于集团旗下合资品牌。 来

场的霸主地位。 业内人士分析，随
着豪华车开启私人消费时代， 这种
“官车”的形象对奥迪未来的发展反
而是种桎梏，对红旗，同样如此。

集团前任董事长徐建一表示，自红
旗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投入产品

会的数据显示，2013 年红旗 H7 的销
量仅为 2961 辆；2014 年红旗 H7 更

皇冠都是采用前双叉臂独立悬挂和
后多连杆独立后悬挂。

自全国乘联会的数据显示，今年 17 月份， 奔腾品牌的累计销量仅为

一汽集团董事长徐留平透露，
红旗将于 9 月 21 日发布新款产品

研发费用 52 亿元， 开发了 H、L 两
大系列红旗整车产品，形成了可覆

是下滑到 2589 辆；2015 年有所提
高，红旗 H7 卖了 5039 辆；2016 年也

所谓的百亿投入， 所谓的红旗
H7，不过是给老皇冠重新换了一个

52405 辆， 属于处在市场边缘的品
牌。 在奔腾没有强大之前， 很难给

红旗 H7。 根据他的计划，11 月份，
红旗还将发布所有关于产品和品牌

盖 C、D、E 级高级轿车的发展基础。
此外，红旗将拥有自主的 V12、V8、

仅仅只是在 5000 辆的门槛上。
为了红旗复兴， 一汽集团投入

壳子。 与其他豪华品牌相比，红旗
没有任何的技术底蕴， 甚至在红旗

红旗提供足够技术和品牌支持。
有接近一汽集团的人士透露，

体验的战略， 该项工作目前正在进
行中， 其中有一项就是专门建立一

V6 和四缸正压系列发动机，全新开
发的底盘系统电子电器、网络平台、

了上百亿资金， 但年销量不过几千
辆。 即便如此， 这些销量大多还是

H7 之后，都没有连续开发下一款车
型的能力。

一汽技术中心的主要技术来自丰
田、大众，而一汽轿车的技术来源则

个高端专用车车队。 至于以后，红
旗到底是为公务，还是为私人？亟需

车身与内外饰等。

被各级政府、军队等单位消化，跟市

业内人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

是马自达，但长久以来，一汽集团都

给出一个答案。

这些日子难过的车企 缘何成外资争抢的香饽饽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张力克

汽车世界有时十分奇怪， 明明

度渴求。
在“江淮大众”得到国家发改委
批准后， 这些外资品牌就开始打起
在新能源市场表现突出的中国车企

日子十分难过的车企， 却突然变成
了香饽饽。
先来回顾一下今年早些时候的
两则新闻。

的主意。
在以上已与外资品牌开展纯电
动车合作的自主品牌中， 来自全国
乘联会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北

今年 5 月 22 日，江淮汽车对外
公告， 称公司日前收到国家发改委
的批复， 同意建设江淮汽车与大众
汽车在华合资生产纯电动乘用车项
目。
6 月 1 日， 江淮汽车与大众汽
车在柏林正式签署合资企业协议，
双方将成立一家股比各 50%的合
资企业，进行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
产、销售和移动出行服务。
这两则消息公布后， 整个汽车

汽新能源的纯电动汽车销量为
15780辆，排名第一；江淮汽车同期
销量为 6206 辆，排名第五；众泰同
期汽车销量为 4222 辆， 排名第九。
除了特斯拉以外，自主品牌在纯电
动车领域碾压外资品牌。
但是， 如果看下这几家车企在
传统乘用车市场的销量数据， 那就
是另外一种表现。
今年 1-7 月，江淮汽车累计销
量为 127908 辆， 同比下降 38.4%；

也就是说，国家将对 2018 年的
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不做要求，但
在 2019 年、2020 年新能源积分的

北京汽车销量为 117862 辆，同比下
降 45.2%；众泰汽车销量为 127348
辆，同比下降 25.7%。
毫无疑问，在传统乘用车市场，
这几家自主品牌不仅在销量上处在
自主品牌边缘， 而且还有进一步倒
退的趋势。

会 （JAMA）、 韩国汽车制造商协会
（KAMA）等世界四大汽车协会已联
合致信中国工信部， 要求中国政府
或放宽、或延期执行“双积分”政策。
很明显， 这样的传闻意味着国
外组织或已“公关”成功。
如果“双积分”政策延迟实施，
外资车企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中国
市场对新能源产品进行重新布局。
尤其是通过对这些边缘车企、“落后
产能”的改造，可以使其快速适应中
国的法规要求， 在中国市场再次建

资料图片

行业震惊。
要知道， 在 2016 年 12 月 7 日
发改委开始修订的 《外商投资产业
指导目录》中已明确，在汽车合资方
面，中方股比不低于 50%，同一家
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含两家）以
下生产同类（乘用车类、商用车类）
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 当然，“如与
中方合资伙伴联合或兼并国内其他
汽车生产企业， 可不受两家的限
制”。
目前， 大众在中国已经有一汽

资公司；8 月 27 日， 东风汽车与雷
诺-日产联盟宣布将建立一家新的
合资公司以联合开发电动汽车。

大众和上汽大众两家合资企业，在

一切为了积分

江淮汽车没有被一汽集团、或上汽
集团兼并的情况下， 这一批复显然
突破了上述规定的限制。
此例一开，应者不断。
7 月 5 日， 戴姆勒集团与北汽
集团签署框架协议， 准备在北京奔
驰的基础上打造纯电动车项目；8
月 2 日， 福特汽车与众泰汽车决定
拟建一个股比各 50%的新能源合

毫无疑问， 能让诸多外资车企
如此主动寻求与中国车企合作的原
因，唯有工信部酝酿已久的《乘用车
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
积分并行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双积分”政策）。
目前，这一政策尚未正式推行，
但是对传统汽车制造商的要求分外

严格。
该政策要求， 未来对企业的油

果一辆续航里程在 250-350 公里
之间纯电动车按照 4 分计算， 那么

耗积分和新能源积分将实行并行管
理， 汽车制造商除了需要降低燃油
消耗来获取油耗正积分， 还必须出
售足够数量的新能源汽车才能获得
相应的新能源积分。 未达标的企业
将会受到法规相应的惩罚。
按照“意见稿”的规定，在燃油
积分方面，只需要遵从政策要求，在

当年这家车企需要卖出 2 万辆这样
的纯电动车才能满足法规需求。
譬如， 大众汽车， 如果其在
2018 年生产和进口的传统乘用车
400 万辆，这就会产生 32 万的负积
分。 如果销售车辆的续航里程在
250-350 公里之间， 那么大众汽车
至少在中国市场销售出 8 万辆纯电

2017 年-2020 年，车企每年的平均
油耗目标分别实现百公里 6.4 升、
6.0 升、5.5 升和 5.0 升。 而且，只要
满足要求产生的油耗正积分可以留
作未来三年内自用， 也可以转让给

动车。 而在当下， 对比大众汽车传
统燃油车的销量， 其在纯电动车方
面的销量完全无法满足需求。
如果当年纯电动车销量未能满
足需求， 又不向其他乘用车企业购

业内分析人士向《国际金融报》
记者表示：“随着市场增速放缓，自
主品牌之间的竞争也将白热化，而
技术落后、市场份额小的自主品牌

有 25%股权关系以上的关联企业。

买积分， 那就只有削减自家燃油车

渐被淘汰。 ”

而在新能源积分方面， 生产或
者进口量大于 5 万辆的乘用车企
业，2018 年至 2020 年新能源汽车
积 分 比 例 要 求 分 别 为 8% 、10% 、
12%。

产销量。 连续多年未达标者，将会
受到法规更严重的惩罚。

此外，在这些车企当中，除了北
京汽车以外，其他车企的“背景”并
不强大， 不是外资来华首选的合作
伙伴，但是，这些车企却依然成了外
资品牌争抢的“宠儿”。

举个例子， 假设一家车企在中
国市场的年销量为 100 万辆， 那么
2018 年这家企业就需要 8 万分的
新能源积分才能满足法规要求；如

类似的企业还有福特、奔驰、日
产等外资品牌， 他们在华合资公司
的传统燃油车销量相当高， 这也就
决定了他们未来对新能源积分将极

自主品牌成为“宠儿”

将面临生死劫， 这些落后产能将逐

在上一轮福特汽车与众泰汽车
的合作中，有知情人透露，在“江淮
大众”获批之后，多家跨国车企都在
积极寻找新的合作伙伴， 福特汽车

因为在品牌和技术上具有竞争优
势，最终打动江淮汽车。

诸多变数
但在今年 8 月末， 行业内又出
现了 “双积分” 政策延迟实施的消
息。

比例依然按原计划规定要求。此外，
如果在 2019 年车企未能完成目标，
那么还可以在 2020 年弥补。
这同样是一个让行业内非常吃
惊的消息。 因为早在“双积分”政策
还处在修订期的时候， 美国汽车政
策委员会（AAPC）、欧洲汽车制造商
协会（ACEA）、日本汽车制造商协

立优势。
而在研发、制造、电池、电控等
技术落后于外资品牌的情况下，国
内主流自主品牌在向上竞争过程中
无疑将面临更大的阻力。 原本新能
源补贴、“双积分” 政策是对本土车
企的一种保护性措施， 但在新能源
补贴退坡、“双积分” 政策推迟的形
势下， 这种政策性的保护力度无疑
将大大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