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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有名的“自行车王国”，自行车对每个中国家庭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成
员”。到2017年末，中国私人汽车保有量18695万辆，增长12.9%，中国已进入“汽车社会”。

近日，各国汽车行业统计数据纷纷出炉。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汽车共产销2901.54万辆和
2887.89万辆，同比增长3.19%和3.04%，产销连续9年蝉联全球第一。而销量位居第二的美国2017年销售汽车1720
万辆，较上一年下降2%，这是自2009年以来，美国汽车销量首次下滑。

第二次工业革命延续百年，汽车是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世界前十经济大国和世界前十汽车生产大国高度
重合，欧美日等制造强国也无一不是汽车强国。因此，汽车工业一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战场之一，未来则将是
中国产业升级的重要领域。2017年是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全面崛起的一年，由大变强，中国汽车已在路上。

中国市场足够大，这是中国汽车自主品牌崛起的“地利”。
据美国汽车新闻网站WardsAuto.com统计，2017年全球汽车销量首次

突破 9000万辆。中国市场在全球汽车市场中占到将近 30%的份额。站在
中国品牌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的汽车市场大部分能由中国品牌
占领，那么即便中国品牌不出口一辆汽车、不交一分钱关税，也依然能够
称雄全球。

这样的“奇迹”已经在智能手机领域发生，OPPO、VIVO、小米等
一干国产手机品牌，凭借在中国市场的强劲势头，便已跻身世界出货量
最大的智能手机品牌之列，仅次于广拓世界市场的三星、苹果、华为三
巨头。

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老话：得中国市场者得天下。《全球经济史》的
作者罗伯特·C·艾伦以汽车工业为例，解释了 20 世纪 60 年代拉丁美洲

“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失败，原因就在于市场规模太小，导致企业成本
过高，无法实现有效经营。对于中国品牌来说，广阔的国内市场这一特殊
禀赋，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是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的最大底气，也是不
断遭遇艰辛曲折却能绝处逢生的重要原因。

同时，只有自主品牌才能把利润留下来，才能从“喝汤”变为“吃
肉”。

回顾现实，中国当前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但是
由于中国在自主品牌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因此中国从汽车工业中获取的价
值总体有限。以至于法国媒体《费加罗报》在2015年4月发表文章称《中
国是世界汽车巨头的“印钞机”》。

但换个思路看，只要中国的自主品牌能争到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车
企的利润率就会上升。以广汽集团为例，2016年广汽集团汽车总销量为
164.9万辆，净利润为62.88亿元，其中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的销量比约为
1∶3.4，但其贡献的净利润比例却接近1∶1。这意味着，卖1辆自主品牌车的
利润，约等于卖3辆合资品牌车。

除了利润以外，还有产业体系。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曾公开表示，
广汽自主品牌传祺的零部件有将近50%来自国内的供应商。这意味着，随
着传祺的销量上涨、利润增加，这些利润的一部分将顺着产业链向上游流
动，带动一批国产零部件供应商的发展，最终惠及整个中国汽车工业。

1 中国汽车崛起有“地利” 2 SUV成自主品牌突破口

自2014年以来，中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继续保持稳增
势头。而近年来自主品牌崛起的关键就在于SUV车型的强势突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17 年中国品牌乘用车累计
销售 1084.7 万辆，同比增长 3%，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 43.9%，占
有率同比提升 0.7 个百分点。其中，中国自主品牌轿车销量 235.4
万辆，同比增长 0.6%；中国自主品牌 SUV 销量 621.7 万辆，同比
增长 18%；中国自主品牌 MPV 销量 172.8 万辆，同比下降 22.8%。

（如下表）

中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上有诸多优势。
首先是政策优势。新能源汽车产业 2010 年被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2015年实施的“中国制造2025”强国战略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
十大重点发展领域。

数据显示，得益于政策扶持和覆盖全产业链的财政补贴，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业增速迅猛，自2015年产量突破30万辆以来，产销量和保有量连居世
界首位。2017年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接近 80万辆，增幅五成以上，保有量
占全球一半以上。

其次是产业链优势。宁德时代、比亚迪都是全球顶级动力电池制造商。
其中，宁德时代2017年动力电池出货量增长73%，达到11.8GWh（千兆瓦时），
一举超过松下，拿下行业全球第一的位置。同时，在刚刚过去的4月4日，宁
德时代IPO顺利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批，上市估值1300亿元，被外界冠以“超
级独角兽”之名。

多重优势叠加之下，中国自主品牌在新能源车领域大放异彩。比亚迪连
续3年销量排名第一，北汽也超过10万辆大关，位居第二。在世界新能源车
销量前十的车企中，有4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北汽新能源、荣威和知豆。

如果说新能源车是给传统汽车换了“心”，那么智能汽车就是给传统汽
车换了“脑”。2007年前后，智能手机开始取代传统手机，成为电话的代名
词。10年后的现在，汽车行业也正在经历这样的转变。而中国品牌在此领域
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及沃尔沃汽车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表示，中国已拥有
引领世界智能汽车发展的强大市场基础，这会加速智能汽车量产化进展。他
透露，沃尔沃汽车将于2021年实现SAE第4级高度自动驾驶车量产。

不光是沃尔沃，中国互联网企业与汽车企业纷纷“联姻”，让智能汽车
加速“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中国智能汽车的明星自主品牌，小鹏汽车的
股东列表中有阿里，蔚来汽车的身后站着腾讯与京东，而威马汽车则不仅创
业团队来自吉利沃尔沃，背后更由百度全力支持。按照计划，小鹏智能汽车

G3将在4月底正式启动预定，威马的首款量产车EX5也将在4月20日北京车
展正式公布售价。

新的战场已经开辟，中国汽车自主品牌能否就此“换道超车”，让我们
拭目以待。

不难看出，中国自主品牌在轿车销量疲软、MPV 销量下滑的
情况下，之所以还能提升自己的市场份额，SUV 车型销量的持续
走高是关键因素。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一份排名中，2017
年SUV品牌销量前十位中自主品牌占据6席，并夺得头把交椅。相
形之下轿车就惨淡得多，销量前十位只有吉利帝豪一个自主品牌
入围。

随着中国步入消费升级时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把 SUV
作为自己的座驾选择。但合资品牌或外国品牌在这一车型的价格
普遍较高，以 2017 年为例，大众途观、别克昂科威、日产奇骏等
销量前十位的合资品牌 SUV 价格都在 15 万元以上，但如长城哈
弗、广汽传祺、吉利博越等自主品牌的价格则普遍集中于10万-13
万元的区间。

这说明，中国自主品牌在2017年的崛起，一方面是因为把握住
了中国消费升级的大趋势，果断挺进SUV市场，另一方面又有针对
性地实行价格差异战术，利用合资品牌在10万-15万元SUV市场投
入相对不足的空档，迅速切入并站稳了脚跟。

自主品牌集体向上的背后，是中国车企自主研发能力的快速提
升。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表示，长城汽车在欧洲、
日本和北美都设立了研发中心，拥有一支优秀的外籍汽车研发团
队，在长城最新推出的WEY品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中国汽车品牌也应正视自己与世界汽
车巨头的差距。轿车领域 的 惨 淡 尤 其 应 该 引 起 中 国 车 企 的 反
思。毕竟早在 2010 年中国自主品牌轿车的销量就已达到 293.3 万
辆，市场份额为 30.89%，双双高于 7 年后的今天。尽管凭借 SUV
的需求大涨，中国自主品牌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一条腿走路毕竟
不够均衡稳当，一旦 SUV 需求回落，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又该如何
自处？

新能源汽车与智能汽车或许可以成为下一个机遇。

3 新能源汽车“独秀”全球

▲ 3月27日，焊接机器人在浙江临海的吉利汽车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 3月27日，焊接机器人在浙江临海的吉利汽车生产车间工作。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制表：韩维正 数据来源：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分车型乘用车中国自主品牌市场份额

▲ 3月22日上午，北京市交管部门向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发放了北京市首批自动驾驶测试试验用临时号牌，测试车辆按照相关
要求正式上路测试。 本报记者 王昊男摄影

““自行车王国自行车王国””到到““汽车社会汽车社会””产销连续产销连续99年全球第一年全球第一

由大变由大变强强 中国汽车中国汽车在路上在路上
本报记者 韩维正

1956年7月，位于长春的第一汽
车制造厂生产出了第一辆解放牌
CA10 型 4 吨载重卡车，以此为标
志，中国汽车工业正式拉开序幕。
两年后，中国第一辆自主制造的小
轿车诞生，取名“东风”。

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源自毛泽
东主席当年“东风压倒西风”的名
言。虽然中国技术人员有此雄心壮
志，但囿于中国汽车工业的薄弱基
础和客观条件限制，当时的汽车产
业还处于以引进苏联等东欧国家的
技术为主的贫弱阶段。

这种劣势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70
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打开国
门，中国汽车工业愈发意识到自己与
发达国家汽车工业的技术差距和管理
差距。为此，中国轿车生产走上以合
资方式“拿市场换技术”的道路。

在合资发展浪潮中，北京吉普
汽车有限公司、上海大众、广州标
致等相继诞生。80年代末到 90年代
初，中国最大的汽车企业一汽和二
汽也相继走上了合资之路。1991年2
月，一汽与德国大众公司合资成立
一汽大众，并从 1992 年开始生产大
众的捷达轿车。1996 年，一汽奥迪
项 目 并 入 一 汽 大 众 。 微 型 车 、
SUV、客车、新能源汽车也在这一
时期快速发展起来。

合资之路对中国汽车市场的推
动作用显而易见。近几十年来，中
国汽车市场持续壮大，产销量名列
世界前茅，汽车行业已成为国民经
济重要的支柱产业。然而，我们也
必须看到“硬币的另一面”——中
国汽车企业虽然以合资的形式，取
得了短期快速的收益，但自主知识
产权和技术研发却依旧被国际巨头

“卡脖子”，中国也未产生唱响世界
的国产汽车品牌，这严重阻碍了中
国由汽车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的实现。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汽车企业开始意识到创新制造
技术和打造自主品牌的紧迫性。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以
来，中国汽车行业开始不满足于合资模式，逐步走向自
主之路。一批中国自主汽车品牌也抱团崛起，形成了一
定的品牌优势。比如，红旗的高端车型、比亚迪的新能
源汽车、长城的SUV系列等，都在国内市场占有了一席
之地，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开疆辟土。

客观来讲，目前中国国产汽车在核心技术、关键零
部件技术等方面仍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汽车企业
普遍存在效率不高、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虽然面临诸
多问题，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汽车企业一直没有中断
走向海外的脚步。事实上，销售量的提升已经不是中国
汽车品牌追求的唯一目标。目前，多个中国自主品牌汽
车开始研发高端车型、攻占高端汽车市场。对于中国汽
车行业来说，在高端领域实现对西方巨头的逆袭一直是
个梦想，而今天，这个梦想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现实。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为制造强国，需要一些关键指
标作支撑，汽车工业无疑是其中之一。如今，全球汽
车工业正在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而中国也在生态
文明建设和智能制造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意味着，
中国汽车工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期，如果能够顺利
抢抓机遇，中国汽车实现“换道超车”无疑就拥有了坚
实的保障，而中国的制造强国之路，也将因此而越走越
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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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日，430辆名爵汽车整齐有序排放在连云港港汽车
专用码头，准备通过海运出口沙特。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