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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展助力车市稳步复苏

近年来近年来，，中国汽车市场中国汽车市场

消费高端化趋势明显消费高端化趋势明显，，而在而在

今年以北京车展为代表的众今年以北京车展为代表的众

多展会上多展会上，，这一趋势愈加显这一趋势愈加显

著著。。

作为国际豪华汽车品牌作为国际豪华汽车品牌

的代表的代表，，奔驰汽车在北京车奔驰汽车在北京车

展上展出了全新展上展出了全新 SS 级轿车级轿车、、

新一代长轴距新一代长轴距EE级车和新一级车和新一

代代 VV 级级 MPVMPV，， 以 及以 及 AMGAMG

3535 家族的两款全新成员等家族的两款全新成员等

一系列升级产品一系列升级产品，，同时还推同时还推

出了出了““梅赛德斯梅赛德斯--奔驰待客奔驰待客

之道之道””客户服务新标准客户服务新标准。。

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

随着疫情防控逐渐趋稳随着疫情防控逐渐趋稳、、经经

济持续回暖及国家鼓励政策济持续回暖及国家鼓励政策

的出台的出台，，整个汽车行业保持整个汽车行业保持

了比较好的复苏态势了比较好的复苏态势，，尤其尤其

是豪华车细分市场是豪华车细分市场。。随着消随着消

费升级费升级，，以及消费者个人对以及消费者个人对

出行品质的追求出行品质的追求，，整个豪华整个豪华

车市场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增车市场呈现出非常强劲的增

势势。。

众多中国品牌也开始密众多中国品牌也开始密

集发布高端化发展的战略规集发布高端化发展的战略规

划并推出了中高端品牌战略划并推出了中高端品牌战略

车型车型，，从智能从智能、、健康健康、、动动

力力、、空间等方面重新定义市空间等方面重新定义市

场新标准场新标准，，为用户打造更具为用户打造更具

产品价值的全新车型产品价值的全新车型。。

本届北京车展上本届北京车展上，，上汽上汽

荣威荣威、、一汽红旗一汽红旗、、吉利领吉利领

克克、、长城长城 WEYWEY、、东风岚图东风岚图

等众多中国品牌高端车型集等众多中国品牌高端车型集

中亮相中亮相。。蔚来蔚来、、华人运通华人运通、、

威马等造车新势力也推出了威马等造车新势力也推出了

蔚来蔚来 ESES66、、高合高合 HiPhiHiPhi XX、、

威 马威 马 EXEX66 PlusPlus 等 高 端 车等 高 端 车

型型。。吉利旗下的高端商务车吉利旗下的高端商务车

品牌品牌 LEVCLEVC 还推出了其与还推出了其与

““国际高定大师国际高定大师””罗伦士联罗伦士联

名发布的首款增程式纯电驱名发布的首款增程式纯电驱

动高端定制车型动高端定制车型LXLX。。

作为今年全球唯一的顶级车展，北京车展的成功举

办，不仅在于展示全球汽车行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最大

效应还在于向全世界传递中国车市已经率先回暖的讯息

本报记者 邹勇

1010 月月 55 日日，，第第 1616 届北届北

京国际车展正式落下了帷京国际车展正式落下了帷

幕幕。。

相比上届相比上届，，本届北京车本届北京车

展无论在新车数量还是参观展无论在新车数量还是参观

人数上人数上，，无疑无疑““缩水缩水””了不了不

少少。。不过不过，，对于中国乃至全对于中国乃至全

世界而言世界而言，，今年的北京车展今年的北京车展

充满了特殊意义充满了特殊意义。。

在宏观经济逐渐回暖在宏观经济逐渐回暖、、

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开始复苏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开始复苏

的背景下的背景下，，北京国际车展对北京国际车展对

激发市场活力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汽车消促进汽车消

费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费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能源汽车占据“C位”

本届北京车展本届北京车展，，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成为各展台的主角汽车成为各展台的主角。。据据

统计统计，，在北京车展上亮相或在北京车展上亮相或

者上市的新车中者上市的新车中，，有近有近4040%%

为新能源车型为新能源车型。。各主机厂全各主机厂全

力投入电动车研发项目已经力投入电动车研发项目已经

成为潮流成为潮流。。尤其是中国车尤其是中国车

企企，，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在国家政策支持下，，聚聚

焦新能源产品成为共识焦新能源产品成为共识。。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

书长李邵华表示书长李邵华表示，，新能源汽新能源汽

车越来越被消费者接受车越来越被消费者接受，，代代

表着能源消费结构和出行需表着能源消费结构和出行需

求出现新变化求出现新变化。。正是基于这正是基于这

种需求的变化种需求的变化，，中外汽车企中外汽车企

业都开始加大在新能源汽车业都开始加大在新能源汽车

方面的研发力度方面的研发力度，，并不断丰并不断丰

富和升级新能源汽车产品富和升级新能源汽车产品。。

宝马集团是最早布局纯宝马集团是最早布局纯

电动车型的德国车企电动车型的德国车企。。在本在本

届北京车展上届北京车展上，，宝马带来了宝马带来了

其在其在99月刚刚发布的旗下首月刚刚发布的旗下首

款 纯 电 动款 纯 电 动 SUVSUV 车 型 宝 马车 型 宝 马

iXiX33。。同时同时，，宝马首款纯电宝马首款纯电

动四门轿跑概念车动四门轿跑概念车ii44也在本也在本

届北京车展迎来中国首发届北京车展迎来中国首发。。

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开始，，奥迪便加码向奥迪便加码向

中国市场导入旗下主要纯电中国市场导入旗下主要纯电

动车型的步伐动车型的步伐。。在本届车展在本届车展

上上，，奥迪品牌两款纯电动车奥迪品牌两款纯电动车

型型 QQ44 e- trone- tron 概念车以及概念车以及

e-tron Sportbacke-tron Sportback 完成中国完成中国

首秀首秀。。此外此外，，福特全球首款福特全球首款

纯电动纯电动 SUVSUV、、日产首款纯日产首款纯

电动电动 SUVSUV、、本田纯电动概本田纯电动概

念车纷纷亮相北京车展念车纷纷亮相北京车展，，路路

虎虎、、JeepJeep等品牌也推出了各等品牌也推出了各

自的插电混动车型自的插电混动车型。。

自主品牌在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在北京车展上

发起了新一轮电动化攻势发起了新一轮电动化攻势，，

东风汽车展示了旗下高端新东风汽车展示了旗下高端新

能源品牌岚图的全新概念车能源品牌岚图的全新概念车

iFreeiFree，，北汽新能源带来了旗北汽新能源带来了旗

下新品牌下新品牌 ARCFOXARCFOX 的首款的首款

车 型车 型 ααTT。。 与 此 同 时与 此 同 时 ，， 蔚蔚

来来、、小鹏小鹏、、威马威马、、哪吒哪吒、、高高

合等新造车企业和品牌也携合等新造车企业和品牌也携

旗下新能源产品悉数亮相旗下新能源产品悉数亮相。。

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车不少车

企围绕着用户体系建设企围绕着用户体系建设，，下下

了很大功夫了很大功夫，，不断强调自身不断强调自身

““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的理念的理念。。

其中其中，，小鹏汽车发布了小鹏汽车发布了““小小

鹏超充免费加电计划鹏超充免费加电计划””及及

““电池租赁计划电池租赁计划””。。蔚来汽车蔚来汽车

公布了全新的补能计划公布了全新的补能计划：：

Power Up PlanPower Up Plan，，即日起向即日起向

全 社 会 征 集全 社 会 征 集 ““ 加 电 合 伙加 电 合 伙

人人””，，并提供总计一亿元补并提供总计一亿元补

贴贴，，部署部署33万根目的地直流万根目的地直流

充电桩充电桩，，形成覆盖全国的便形成覆盖全国的便

捷充电网络捷充电网络。。

汽车产品将被重新定义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自

动驾驶技术动驾驶技术、、以以 55GG 为引擎为引擎

的车联网架构的车联网架构、、高算力的全高算力的全

自动驾驶计算平台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多种功多种功

能整合在一起的智能座舱能整合在一起的智能座舱

等等，，中外企业争相在北京车中外企业争相在北京车

展上秀出展上秀出““黑科技黑科技””和最新和最新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

自动驾驶一直是汽车产自动驾驶一直是汽车产

业非常关注的技术重点业非常关注的技术重点，，众众

多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投入多企业在自动驾驶领域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研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研

发发。。目前目前，，主流智能汽车基主流智能汽车基

本上都配备了本上都配备了 LL22 级智能驾级智能驾

驶辅助功能驶辅助功能。。在本届北京车在本届北京车

展上展上，，众多企业展示了其具众多企业展示了其具

有有 LL44 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概级自动驾驶技术的概

念产品和技术方向念产品和技术方向。。北汽集北汽集

团旗下团旗下BEIJINGBEIJING品牌带来了品牌带来了

最 新 的最 新 的 BEIJING RADIBEIJING RADI--

ANCEANCE全电动高级旗舰概念全电动高级旗舰概念

车车，，搭载搭载 LL44 级自动驾驶技级自动驾驶技

术术，，每次充电后可行驶每次充电后可行驶800800

公里公里。。此外此外，，红旗也带来了红旗也带来了

旗下具有旗下具有 LL44 级驾驶辅助功级驾驶辅助功

能的产品红旗能的产品红旗E-HSE-HS33。。

在本届北京车展上在本届北京车展上，，许许

多车型都采用了多车型都采用了 55GG 技术技术。。

全新荣威全新荣威MARVEL-RMARVEL-R搭载搭载

了 华 为 新 一 代了 华 为 新 一 代 MHMH50005000

55GG 芯片芯片 T-BOXT-BOX，，引入了引入了

55GG技术技术。。基于基于55GG互联技术互联技术

原理原理，，以往很多无法实现的以往很多无法实现的

功能都将获得突破功能都将获得突破。。

里程焦虑一直是困扰纯里程焦虑一直是困扰纯

电动车车主的一个核心问电动车车主的一个核心问

题题，，实际这个问题包含两方实际这个问题包含两方

面内容面内容：：一方面是车载电池一方面是车载电池

本身的储能能力本身的储能能力，，即一次充即一次充

电所具有的续航能力电所具有的续航能力；；另一另一

方面是电池充电速度问题方面是电池充电速度问题。。

相比较而言相比较而言，，第二个方面的第二个方面的

问题比第一个方面更加重问题比第一个方面更加重

要要。。对此对此，，广汽新能源在此广汽新能源在此

次北京车展上次北京车展上，，展示了旗下展示了旗下

的石墨烯超级快充技术的石墨烯超级快充技术。。基基

于石墨烯极佳的导热性和导于石墨烯极佳的导热性和导

电性特质电性特质，，广汽新能源开发广汽新能源开发

出了一种超级充电技术出了一种超级充电技术。。官官

方数据显示方数据显示，，该项超级充电该项超级充电

技术可以实现技术可以实现 88 分钟充满分钟充满

8080%%电量电量。。

高科技新势力跨界入局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

用用，，使汽车逐渐转变为移动使汽车逐渐转变为移动

的智能终端的智能终端，，改变了人们的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和工作方式生活和工作方式，，也让汽车也让汽车

的产品属性和功能得以不断的产品属性和功能得以不断

拓展拓展。。众多高科技企业跨界众多高科技企业跨界

进入汽车行业就凸显了这一进入汽车行业就凸显了这一

趋势趋势。。

首次参加北京车展的华首次参加北京车展的华

为展出了诸多汽车领域的解为展出了诸多汽车领域的解

决方案决方案，，包括华为智能驾驶包括华为智能驾驶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华为智能座舱解华为智能座舱解

决方案决方案、、华为智能电动整体华为智能电动整体

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华为智能网联解华为智能网联解

决方案决方案、、华为智能车云服务华为智能车云服务

等等，，这些都是华为未来在汽这些都是华为未来在汽

车领域布局的重点板块车领域布局的重点板块。。

““不造车不造车””的华为的华为，，传递的传递的

更多是更多是““为企业造好车为企业造好车””的的

理念理念，，以加速汽车产业智能以加速汽车产业智能

化和电动化的发展化和电动化的发展。。不仅是不仅是

华为华为，，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腾讯腾讯、、百百

度等国内大型互联网科技企度等国内大型互联网科技企

业也已经纷纷入局汽车领业也已经纷纷入局汽车领

域域，，如百度投资威马汽车如百度投资威马汽车、、

阿里巴巴入股小鹏汽车阿里巴巴入股小鹏汽车、、腾腾

讯入股蔚来等讯入股蔚来等。。

未来的汽车产品可能不未来的汽车产品可能不

再以行驶作为最主要的功再以行驶作为最主要的功

能能，，而会更多维度地融入到而会更多维度地融入到

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不论是软件定不论是软件定

义汽车义汽车，，还是数据化的服务还是数据化的服务

方式方式，，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不断升级的市场需求

会让汽车产品拓展更新的发会让汽车产品拓展更新的发

展空间展空间。。随着自动驾驶随着自动驾驶、、车车

联网等技术的革新联网等技术的革新，，市场需市场需

求也会渐渐发生变化求也会渐渐发生变化。。对于对于

企业而言企业而言，，不能仅仅围绕着不能仅仅围绕着

眼前市场做文章眼前市场做文章，，更需要为更需要为

消费者的新需求做准备消费者的新需求做准备。。

高端化趋势愈加明显

Bose打造
沉浸式聆听体验

日日前前，，20202020 BOSEBOSE 音频音频

创新体验会在沪创新体验会在沪举办举办，，展示展示

了其在消费电子了其在消费电子、、专业音响专业音响

和汽车音响领域的最新产品和汽车音响领域的最新产品

和科技成果和科技成果，，营造了一场身营造了一场身

临其境的沉浸式临其境的沉浸式聆听体验聆听体验。。

通通过与汽车公司紧密合过与汽车公司紧密合

作作，，BoseBose 持续为中国消费持续为中国消费

者提供最佳的车内音频体者提供最佳的车内音频体

验验。。在上汽荣威全新旗舰在上汽荣威全新旗舰

MPV iMAXMPV iMAX88上上，，BoseBose音响音响

系统的声音表现堪称出类拔系统的声音表现堪称出类拔

萃萃。。

荣威荣威 iMAXiMAX88 全车配备全车配备

了了 1111 个 高 性 能 扬 声 器 和个 高 性 能 扬 声 器 和

BoseBose 特有的数字信号处理特有的数字信号处理

技术技术。。BoseBose 工程师从汽车工程师从汽车

设计之初设计之初，，就参与开发量身就参与开发量身

定制的汽车音响系统定制的汽车音响系统，，根据根据

其三排座椅的车舱声学环其三排座椅的车舱声学环

境境，，反复测试反复测试，，确认最佳的确认最佳的

扬声器布局方案扬声器布局方案，，并且进行并且进行

了数百小时的深度调音了数百小时的深度调音，，为为

每一个位置每一个位置打造出全方位的打造出全方位的

聆听体验聆听体验，，营造出极具沉浸营造出极具沉浸

感的聆听空间感的聆听空间。。 （孟克）

高合HiPhi X创始版上市

99月月2424日日，，豪华智能纯豪华智能纯

电动车品牌高合汽车旗下智电动车品牌高合汽车旗下智

能电动车高合能电动车高合HiPhi XHiPhi X创始创始

版正式上市版正式上市：：创始版四座售创始版四座售

价价 8080 万元万元，，创始版六座售创始版六座售

价价 6868 万元万元，，消费者通过高消费者通过高

合合 APPAPP 即可预订即可预订，，前前 30003000

名车主可享受多项终身免费名车主可享受多项终身免费

服务服务。。据悉据悉，，新车将于今年新车将于今年

年底进行小批量试生产年底进行小批量试生产，，

20212021年正式交付市场年正式交付市场。。

高合高合 HiPhi XHiPhi X 采用采用 E-E-

proportionproportion电动化车身设计电动化车身设计，，

长长、、宽宽、、高分别为高分别为 52005200mmmm、、

20622062mmmm 和和 16181618mmmm，，轴距轴距

为为 31503150mmmm，， 新 车 以 超 跑新 车 以 超 跑

SUVSUV 的创新车身比例的创新车身比例，，使使

动力总成占用空间最小化动力总成占用空间最小化，，

乘员座舱空间最大化乘员座舱空间最大化。。高合高合

HiPhi XHiPhi X长续航版在长续航版在NEDCNEDC

工况下续航里程高达工况下续航里程高达630630公公

里里，，能满足用户在城市能满足用户在城市、、城城

际际、、高速高速、、低温等多种场景低温等多种场景

的用车需求的用车需求。。 （邹文）

伊兰特举行线上技术发布会

1010月月1010日日，，““第七代伊第七代伊

兰特线上技术发布会兰特线上技术发布会””如期如期

启动启动，，北京现代通过在线方北京现代通过在线方

式对这款实力派式对这款实力派““网红网红””新车新车

进行了全进行了全方位的技术解密方位的技术解密。。

在现代在现代汽车的发展历程汽车的发展历程

中中，，诞生诞生 3030 年年、、全球累计全球累计

销售销售 14001400 万辆的伊兰特万辆的伊兰特，，

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一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色。。““新伊兰特新伊兰特、、新机遇新机遇、、

新挑战新挑战””，，北京现代常任副北京现代常任副

总经理杜君总经理杜君保的三个保的三个““关键关键

词词””，，道出了第七代伊兰特在道出了第七代伊兰特在

北京现代北京现代““HSMART+HSMART+””技技

术品牌战略推进过程中所担术品牌战略推进过程中所担

当的重任当的重任。。第三代技术平台第三代技术平台

i- GMPi- GMP 的 应 用的 应 用 ，， 全 新全 新

Smart StreamSmart Stream 动力系统和大动力系统和大

量最新智能科技的搭载量最新智能科技的搭载，，正正

是第七代伊兰特能够在产品是第七代伊兰特能够在产品

力上超越同级力上超越同级、、傲视群雄的傲视群雄的

奥秘所在奥秘所在。。

现代汽车研发中心总经现代汽车研发中心总经

理杜思凯通过视频对第七代理杜思凯通过视频对第七代

伊兰特身上发生的突破性技伊兰特身上发生的突破性技

术创新进行了详细讲解术创新进行了详细讲解。。其其

中中，，11..55 MPIMPI发动机采用了发动机采用了

大量提高能源效率的新技大量提高能源效率的新技

术术，，配合车身轻量化配合车身轻量化，，能够能够

实现实现 44..99L/L/100100kmkm 的超低油的超低油

耗耗。。同级独有的双同级独有的双 1010..2525 英英

寸智慧连体屏寸智慧连体屏，，配合贯穿式配合贯穿式

的狭长空调出风口和的狭长空调出风口和 6464 色色

氛围灯氛围灯，，营造出了强烈的高营造出了强烈的高

级感级感，，并最终并最终实现了由外至实现了由外至

内的全面焕新内的全面焕新。。 （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