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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持续数个月的疫一场持续数个月的疫

情情，，让多个领域的消费格局让多个领域的消费格局

生变生变。。

视线首先聚焦全球奢侈视线首先聚焦全球奢侈

品 市 场品 市 场 。。 20202020 年 第 一 季年 第 一 季

度度，，全球奢侈品销售低迷全球奢侈品销售低迷。。

进 入进 入 44 月 份 后月 份 后 ，， 香 奈 儿香 奈 儿、、

LVLV、、YSLYSL 等一众热门奢侈等一众热门奢侈

品牌突然品牌突然““变脸变脸”，”，在近期在近期

接连涨价接连涨价。。在释放涨价信息在释放涨价信息

的同时的同时，，各大品牌门店出现各大品牌门店出现

消费者排队消费者排队、、抢购热潮抢购热潮。。

回到汽车市场回到汽车市场，，同样经同样经

历了几个月的沉寂之后历了几个月的沉寂之后，，中中

国汽车市场明显向好国汽车市场明显向好。。从数从数

据来看据来看，，豪华汽车市场甚至豪华汽车市场甚至

出现大幅的同比增长出现大幅的同比增长，，奢侈奢侈

品的涨价潮是否会波及汽车品的涨价潮是否会波及汽车

市场市场？？

汽车市场的消费格局明汽车市场的消费格局明

显呈现两级分化显呈现两级分化———一方是—一方是

消费降级消费降级，，大众化车型的购大众化车型的购

车需求降低车需求降低；；另一方却是高另一方却是高

端及豪华车细分市场迅速回端及豪华车细分市场迅速回

暖暖，，换购需求持续增长换购需求持续增长。。

单从增长幅度来看单从增长幅度来看，，特特

斯拉交出的成绩惊喜最大斯拉交出的成绩惊喜最大：：

20202020 年第一季度年第一季度，，当全国当全国

汽车销售几乎停滞的时候汽车销售几乎停滞的时候，，

特斯拉异军突起特斯拉异军突起，，交付了交付了

1858818588 辆辆，，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7373%%。。

其线上自营销售模式其线上自营销售模式，，为其为其

在疫情期间销售和交付带来在疫情期间销售和交付带来

了便利了便利。。蔚来的增长原因与蔚来的增长原因与

特斯拉相似特斯拉相似，，只不过其增长只不过其增长

稍稍滞后稍稍滞后，，44 月交付量达月交付量达

31553155 辆辆 ，，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180180..77%%，，环比增长环比增长105105..88%%。。

更多的豪华品牌在更多的豪华品牌在44月月

份跑赢大盘份跑赢大盘，，实现大幅增实现大幅增

长长。。

头部豪华车企晒出最新头部豪华车企晒出最新

成绩单成绩单：：在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44月月

份宝马售出份宝马售出 6722867228 辆新车辆新车，，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 1313..66%%；；一汽一汽--大大

众 奥 迪众 奥 迪 44 月 销 量 达月 销 量 达 5588855888

辆辆，，环比增长环比增长 3838%%；；奔驰奔驰 44

月在华销量创同期新高月在华销量创同期新高，，达达

5770757707辆辆，，同比上涨同比上涨00..88%%。。

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联席会统计数据显示联席会统计数据显示，，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整体市场销量为整体市场销量为

150150..0303万辆万辆，，较去年同期下较去年同期下

滑滑 44%%，，相对前三个月有明相对前三个月有明

显回暖迹象显回暖迹象；；44月豪华车销月豪华车销

量为量为2020..3434万辆万辆，，与与20192019年年

44 月份的月份的 1616..7575 万辆相比万辆相比，，

增幅达到增幅达到2121%%。。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

示示，，疫情对高收入家庭的消疫情对高收入家庭的消

费影响相对较小费影响相对较小，，其购买力其购买力

相对较强相对较强，，对拉动车市增长对拉动车市增长

潜力更大潜力更大。。

从数据来看从数据来看，，豪华车市豪华车市

场与奢侈品背后的价格策略场与奢侈品背后的价格策略

似乎有相同之处似乎有相同之处。。

进入进入44月份以后月份以后，，大部大部

分主流豪华汽车销售价格走分主流豪华汽车销售价格走

高高，，终端优惠回调终端优惠回调。。宝马多宝马多

款车型终端价格小幅上扬款车型终端价格小幅上扬。。

奔驰奔驰EE级级、、宝马宝马33系系、、宝马宝马

XX33、、宝马宝马 XX11、、捷豹捷豹 XELXEL、、

路虎揽胜极光等众多豪华产路虎揽胜极光等众多豪华产

品品，，44月份终端售价均略高月份终端售价均略高

于于33月月。。

通过与上年度同期市占通过与上年度同期市占

率对比来看率对比来看，，11月份传统旺月份传统旺

季季，，豪华汽车品牌市占率扩豪华汽车品牌市占率扩

增增 33%%；；疫情爆发后疫情爆发后，，22--33

月份月份，，销量下降幅度远低于销量下降幅度远低于

其他类别品牌其他类别品牌，，市占率扩增市占率扩增

至至44..33%%。。 （王文）

乘联会：中长期市场预测下调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国内外经济面临巨大压力国内外经济面临巨大压力，，

直接冲击汽车市场直接冲击汽车市场。。居民收居民收

入入、、消费信心等影响汽车需消费信心等影响汽车需

求的基本因素不仅使短期市求的基本因素不仅使短期市

场遭受销量损失场遭受销量损失，，也将对长也将对长

期市场造成更持久的影响期市场造成更持久的影响。。

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

控制控制，，各地复工复产稳步推各地复工复产稳步推

进进，，但餐饮但餐饮、、住宿住宿、、旅游等旅游等

服务行业恢复缓慢服务行业恢复缓慢。。同时同时，，

全球疫情扩散导致外需下全球疫情扩散导致外需下

降降，，将对中国批零行业将对中国批零行业、、制制

造业造业、、交通运输行业产生持交通运输行业产生持

续的负向影响续的负向影响，，国内经济在国内经济在

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恢复短时间内难以完全恢复。。调调

研显示研显示，，大约大约 5050%%的消费者的消费者

预期收入降低预期收入降低，，其中近三成其中近三成

的消费者预期收入降幅超过的消费者预期收入降幅超过

2020%%。。而从经济恢复增长到而从经济恢复增长到

企业利润传导至收入层面企业利润传导至收入层面，，

再到消费信心和预期的恢再到消费信心和预期的恢

复复，，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一定时间，，并且疫并且疫

情过后情过后，，消费习惯可能发生消费习惯可能发生

改变改变，，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释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释

放将趋于谨慎放将趋于谨慎。。因此因此，，作为作为

影响汽车需求的关键因素影响汽车需求的关键因素，，

居民收入的下滑导致当前和居民收入的下滑导致当前和

未来的市场预期下降未来的市场预期下降。。此此

外外，，第一季度二手车与新车第一季度二手车与新车

销量比例从去年同期的销量比例从去年同期的11∶∶22

上升到上升到11∶∶11，，表明消费者购表明消费者购

车需求转向二手车市场车需求转向二手车市场，，影影

响新车需求的释放响新车需求的释放。。

疫情发生以来疫情发生以来，，已有超已有超

过过3030个省市颁布了各自的汽个省市颁布了各自的汽

车行业促进政策车行业促进政策，，主要包括主要包括

消费者购车补贴消费者购车补贴、、限购放限购放

宽宽、、以旧换新等类型以旧换新等类型。。从近从近

期市场销量表现来看期市场销量表现来看，，促进促进

消费政策发挥了一定的拉动消费政策发挥了一定的拉动

作用作用。。然而然而，，大部分地方政大部分地方政

策在年中结束策在年中结束，，近期消费需近期消费需

求的集中释放在一定程度上求的集中释放在一定程度上

透支了下半年销量透支了下半年销量。。此外此外，，

国家层面当前缺乏强刺激的国家层面当前缺乏强刺激的

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未从根本上改善未从根本上改善

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提振消费的作用提振消费的作用

较为有限较为有限。。长期来看长期来看，，政府政府

只有从税收只有从税收、、金融制度上给金融制度上给

予支持予支持，，才能持久推动汽车才能持久推动汽车

消费增长消费增长。。

尽管国内疫情防控取得尽管国内疫情防控取得

了较有成效的进展了较有成效的进展，，但是全但是全

球疫情蔓延势头仍未见好球疫情蔓延势头仍未见好

转转，，疫情在生产资料供应疫情在生产资料供应、、

资本供给和消费需求等方面资本供给和消费需求等方面

对全球供应链形成极大的冲对全球供应链形成极大的冲

击击，，进而对汽车制造等行业进而对汽车制造等行业

造成较大影响造成较大影响，，预计短时间预计短时间

内难以实现收入的恢复以及内难以实现收入的恢复以及

新经济秩序的建立新经济秩序的建立。。

未来未来，，国内经济仍面临国内经济仍面临

较大的下行压力较大的下行压力，，汽车市场汽车市场

的销量损失难以在近两年内的销量损失难以在近两年内

得到回补得到回补。。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国内乘用车国内乘用车

市场中长期预测下调市场中长期预测下调，，市场市场

将于将于20212021年恢复正增长年恢复正增长，，并并

且在且在20222022年增速达到小高峰年增速达到小高峰

后后，，后续年份逐渐回落至正后续年份逐渐回落至正

常水平常水平。。到到20252025年年，，乘联会乘联会

狭义零售口径预计为狭义零售口径预计为24002400万万

辆辆。。 （文章来源：乘联会）

经历几个月的新冠肺炎经历几个月的新冠肺炎

疫情后疫情后，，全球汽车行业走势全球汽车行业走势

开始呈现分化开始呈现分化，，国内汽车行国内汽车行

业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及一业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及一

系列刺激消费政策影响下系列刺激消费政策影响下，，

实现快速复工复产实现快速复工复产，，44 月销月销

量开始同比量开始同比““转正转正”，”，结束了结束了

连续连续2121个月的下降态势个月的下降态势；；而而

海外市场海外市场，，如日本如日本、、越南越南、、

意大利意大利、、英国英国、、德国等多数德国等多数

国家国家，，汽车行业仍处寒冬汽车行业仍处寒冬，，

丰田预计丰田预计20202020财年营业利润财年营业利润

将下降将下降 8080%%，，信用评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

穆迪最新预计穆迪最新预计20202020年全球汽年全球汽

车销量下降车销量下降 2020%%，，维持维持““负负

面面””展望展望。。

今年以来今年以来，，全国多数地全国多数地

区陆续出台了刺激汽车消费区陆续出台了刺激汽车消费

的政策的政策，，包括增加购车补包括增加购车补

贴贴、、增加牌照供给等增加牌照供给等。。政策政策

频繁出台之初频繁出台之初，，各界对于刺各界对于刺

激汽车消费政策能否凑效观激汽车消费政策能否凑效观

点不一点不一，，观望者居多观望者居多。。

不过不过，，最新出炉的最新出炉的 44 月月

汽车行业数据已表明汽车行业数据已表明，，一系一系

列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效果列刺激汽车消费的政策效果

显著显著。。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

发布的最新产销数据显示发布的最新产销数据显示，，44

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

210210..22万辆和万辆和207207万辆万辆，，比上比上

月分别增长月分别增长 4646..66%%和和 4343..55%%，，

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22..33%%和和

44..44%%。。其中其中，，销量更是结束销量更是结束

了连续了连续2121个月的下降态势个月的下降态势。。

中汽协表示中汽协表示，，20202020 年年 44

月汽车市场反弹力度超过预月汽车市场反弹力度超过预

期期。。其中其中，，整车企业生产经整车企业生产经

营已基本恢复营已基本恢复，，产量已达到产量已达到

去年同期水平去年同期水平。。

此前此前，，受疫情影响受疫情影响，，国国

内汽车行业曾在今年内汽车行业曾在今年 22 月经月经

历历““最冷月最冷月”。”。步入步入33月月，，我我

国汽车产销降幅开始收窄国汽车产销降幅开始收窄，，

产销分别同比下降产销分别同比下降 4444..55%%和和

4343..33%%，，分别完成分别完成 142142..22 万辆万辆

和和143143万辆万辆。。

结 合 第 一 季 度 情 况 来结 合 第 一 季 度 情 况 来

看看，，今年今年11月至月至44月月，，中国汽中国汽

车行业累计销量预计完成车行业累计销量预计完成

567567万辆万辆，，同比下降同比下降3232..11%%。。

44 月销售大反转背后月销售大反转背后，，

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

助力汽车企业快速实现复工助力汽车企业快速实现复工

复产复产、、销售全面恢复销售全面恢复。。但更但更

重要的因素是中央及地方政重要的因素是中央及地方政

府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出府一系列利好政策的推出，，

直接刺激了消费者购车热情直接刺激了消费者购车热情。。

据了解据了解，，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已已

经执行汽车限购政策的经执行汽车限购政策的88市市11

省中省中，，除京津两地外除京津两地外，，其他其他

省市均已不同程度松绑省市均已不同程度松绑，，或或

增加指标配额增加指标配额，，或全面取消或全面取消

限购限购。。其中其中，，深圳深圳、、广州广州、、

杭州杭州、、上海上海 44 个城市的松绑个城市的松绑

政策是增加每年政策是增加每年 （（或半年或半年））

的配额指标的配额指标，，从从11万个到万个到44万万

个不等个不等，，海南是全面取消新海南是全面取消新

能源汽车限购能源汽车限购，，贵阳最彻贵阳最彻

底底，，取消所有限购取消所有限购。。另外另外，，

深圳深圳、、珠海珠海、、佛山佛山、、嘉兴嘉兴、、

南昌南昌、、乌鲁木齐等几十个城乌鲁木齐等几十个城

市的地方政府还拿出真金白市的地方政府还拿出真金白

银银，，发放优惠券补贴新车消发放优惠券补贴新车消

费费。。

与国内车市显著回暖形与国内车市显著回暖形

成鲜明对比的成鲜明对比的，，是海外车市是海外车市

在疫情持续蔓延影响下仍处在疫情持续蔓延影响下仍处

于于““寒冬寒冬”。”。

55 月月 1313 日日，，丰田官方宣丰田官方宣

布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业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对业

务的影响务的影响，，预计丰田截至预计丰田截至

20212021 年年 33 月的财年营业利润月的财年营业利润

将下降将下降8080%%。。

同日同日，，越南汽车制造商越南汽车制造商

协会称协会称，，20202020 年年 44 月月，，该协该协

会各成员单位的总销量为会各成员单位的总销量为

1176111761 辆辆 ，， 环 比 下 降环 比 下 降 3939%% 。。

20202020 年前年前 44 个月个月，，协会各成协会各成

员的汽车销量累计为员的汽车销量累计为 6410064100

辆辆，，同比下降同比下降3636%%。。

另据各国汽车工业协会另据各国汽车工业协会

的数据的数据，，欧美各国欧美各国 33 月汽车月汽车

销量经历了断崖式下滑销量经历了断崖式下滑。。其其

中中 ，， 德 国德 国 33 月 销 量 下 降月 销 量 下 降

3838%%，，为主要欧美市场中表为主要欧美市场中表

现最好的现最好的；；其次为英国其次为英国，，下下

降降 4444%%；；西班牙下降西班牙下降 6969%%；；

法国下降法国下降 7272%%；；意大利下降意大利下降

率高达率高达8585%%。。

55 月月 1313 日日，，穆迪公布穆迪公布，，

预计预计20202020年全球汽车销量将年全球汽车销量将

下降下降 2020%%，，超过此前预计的超过此前预计的

下降幅度下降幅度（（22..55%%），），该机构对该机构对

全球汽车行业仍持全球汽车行业仍持““负面负面””

展望展望。。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穆迪预穆迪预

计计，，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中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中

国国，，20202020年汽车销量将减少年汽车销量将减少

1010%%。。因有迹象表明因有迹象表明““需求需求

开始恢复正常开始恢复正常”，”，预计预计 20212021

年销量将增长年销量将增长22..55%%。。

据了解据了解，，中国共有中国共有 135135

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第第

一季度行业整体低迷一季度行业整体低迷。。

长城证券预测长城证券预测，，第二季第二季

度汽车零部件公司业绩的主度汽车零部件公司业绩的主

要影响在于欧美疫情防控力要影响在于欧美疫情防控力

度以及物流运输行业的恢复度以及物流运输行业的恢复

情况情况，，国内汽车零部件公司国内汽车零部件公司

的经营情况有望在第二季度的经营情况有望在第二季度

得到改善得到改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负责人表示，，随着各项支持随着各项支持

和促进政策陆续出台落实和促进政策陆续出台落实，，

结合汽车行业企业的积极努结合汽车行业企业的积极努

力力，，下半年中国汽车行业的下半年中国汽车行业的

销售水平有望恢复或超过去销售水平有望恢复或超过去

年同期年同期，，但仍将受到海外疫但仍将受到海外疫

情防控进展等诸多不确定因情防控进展等诸多不确定因

素影响素影响。。（转摘自证券时报）

国内显著回暖 海外仍处寒冬

全球汽车业分化：

零跑汽车旗下全新高配零跑汽车旗下全新高配

小车零跑小车零跑TT0303正式上市正式上市，，新新

车推出车推出 400400 标准版标准版、、400400 舒舒

适版适版、、400400豪华版豪华版，，补贴后补贴后

全国指导价分别为全国指导价分别为 66..5858 万万

元元、、77..1818万元万元、、77..5858万元万元。。

此次购车用户皆可享受此次购车用户皆可享受

免费充电枪免费充电枪、、紧急亏电救紧急亏电救

援援、、到店免费充电到店免费充电、、88年或年或

1515 万公里万公里““三电三电””质保质保、、

优享流量优享流量、、免费首保免费首保、、上门上门

服务和代步服务服务和代步服务，，共计八项共计八项

基础权益基础权益。。同时同时，，在在55月月1111

日至日至66月月3030日期间购车的用日期间购车的用

户还享受终身免费道路救户还享受终身免费道路救

援援、、充电桩充电桩33折折、、动力电池动力电池

终身质保终身质保、、1515 英寸轮毂免英寸轮毂免

费升级费升级 （（前前 10001000 名名）） 四项四项

抢定权益抢定权益。。

零跑零跑TT0303拥有超高性价拥有超高性价

比和超高配置比和超高配置，，其综合续航其综合续航

里程达到里程达到 403403kmkm，，配备配备 LL2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搭载搭载

宁德时代高性能锂电池宁德时代高性能锂电池。。此此

外外，，零跑零跑TT0303搭载同级少有搭载同级少有

的智能液态热管理系统的智能液态热管理系统，，可可

对电池加热及降温对电池加热及降温，，有效控有效控

制电池充电及工作温度制电池充电及工作温度。。在在

快充模式下快充模式下，，该车可以快速该车可以快速

将电量从将电量从3030%%充至充至8080%%，，日日

常上下班通勤完全没有里程常上下班通勤完全没有里程

焦虑焦虑。。 （行成）

零跑T03正式上市

豪华车销量回暖
背后价格走高

居民收入下滑

政策拉动有限

国际疫情蔓延

4月国内显著回暖

补贴政策见效

海外车市仍处寒冬

豪车消费需求不减

主流产品市占率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