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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需要怎样的电动车？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

持续稳定向好持续稳定向好，，受影响最严受影响最严

重的旅游业迎来转机重的旅游业迎来转机。。适逢适逢

暑期出游旺季暑期出游旺季，，自驾游作为自驾游作为

人们消费意愿最强烈的出游人们消费意愿最强烈的出游

载体之一将加速带动旅游业载体之一将加速带动旅游业

““重启重启”。”。88 月月 22 日日，，哈弗品哈弗品

牌与张家界政府签署战略合牌与张家界政府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作协议，，围绕自驾游出行场围绕自驾游出行场

景景，，双方将合力打造双方将合力打造““最佳最佳

自驾游目的地自驾游目的地”。”。签约仪式签约仪式

当天当天，，张家界武陵源景区张家界武陵源景区、、

天门山景区天门山景区、、茅岩河景区被茅岩河景区被

正式授牌为哈弗正式授牌为哈弗 SUVSUV 自驾自驾

游基地游基地。。后续后续，，哈弗还会为哈弗还会为

用户推出更多丰厚用户推出更多丰厚、、优惠的优惠的

品牌定制旅游产品品牌定制旅游产品。。

哈弗与张家界打造的是哈弗与张家界打造的是

集休闲集休闲、、冒险冒险、、亲子亲子、、越越

野野、、露营露营、、自然自然、、民俗等多民俗等多

重元素于一体的独特体验重元素于一体的独特体验，，

匹配张家界成熟的旅游配套匹配张家界成熟的旅游配套

服务体系服务体系，，将把场景化体验将把场景化体验

发挥到极致发挥到极致。。 （罗列）

作为刺激汽车消费的新作为刺激汽车消费的新

政策政策，，新能源汽车下乡被外新能源汽车下乡被外

界广为关注界广为关注。。

77 月月 1515 日日，，工信部与农工信部与农

业农村部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发布商务部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的通知动的通知》，》，提出将联合组织提出将联合组织

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活动时间自今年活动时间自今年 77 月至月至 1212

月月。。青岛是新能源汽车下乡青岛是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启动的第一站活动启动的第一站。。

77 月月 2424 日日，，成都车展开成都车展开

幕幕，，但一些车企的高层却选但一些车企的高层却选

择择““放弃放弃””成都成都，，来到了青来到了青

岛岛。。在车市下行在车市下行、、新能源汽新能源汽

车销量呈负增长的情况下车销量呈负增长的情况下，，

农村市场被认为蕴含巨大增农村市场被认为蕴含巨大增

长空间长空间。。

从整体来看从整体来看，，在下乡的在下乡的

3030多款车型中多款车型中，，优惠后的价优惠后的价

格大多集中在格大多集中在 55 万～万～88 万元万元。。

此次汽车下乡活动此次汽车下乡活动，，多数车多数车

企都在主打企都在主打““便宜且电动便宜且电动””

的策略的策略。。北汽新能源推出的北汽新能源推出的

ECEC33 售价在售价在 66 万元以内万元以内。。在在

车辆性能方面车辆性能方面,,多数电动汽车多数电动汽车

设计的续航里程在设计的续航里程在 100100--300300

公里公里，，基本上可以满足农村基本上可以满足农村

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需求。。

55 万～万～88 万元的下乡产万元的下乡产

品品，，被认为较符合农村消费被认为较符合农村消费

者低出行半径者低出行半径、、低购车预算低购车预算

的特点的特点。“。“农村人买新能源汽农村人买新能源汽

车车，，最重要的还是看价格最重要的还是看价格。。

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的经验，，价格在价格在 55

万元左右万元左右，，老乡普遍能接老乡普遍能接

受受 。。 但 是但 是 ，， 一 旦 超 过一 旦 超 过 77 万万

元元，，是基本不可能卖出去是基本不可能卖出去

的的，，因为如果有这个钱因为如果有这个钱，，那那

他会觉得还不如买辆飞度他会觉得还不如买辆飞度，，

开着多舒坦开着多舒坦！”！”77月月2424日日，，在在

青岛车展的新能源下乡展馆青岛车展的新能源下乡展馆

内内，，一位当地自主品牌新能一位当地自主品牌新能

源汽车源汽车44SS店负责人表示店负责人表示。。在在

77 月月 1818 日举办的中国电动汽日举办的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第一届汽车市场与车百人会第一届汽车市场与

消费论坛上消费论坛上，，国家信息中心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咨询中心副主任李伟利经济咨询中心副主任李伟利

表示表示，，根据调研根据调研，，当前农村当前农村

地区的电动车消费价格从地区的电动车消费价格从 33

万～万～77万元不等万元不等。。其中其中，，33万万

～～55 万元区间主要是用于老万元区间主要是用于老

年人代步或者接送孩子年人代步或者接送孩子，，77

万元则主要是三线小城市的万元则主要是三线小城市的

年轻消费者购买年轻消费者购买。。不过不过，，李李

伟利认为伟利认为，，未来未来 55 万～万～1010 万万

元区间将是新能源汽车一个元区间将是新能源汽车一个

很重要的市场很重要的市场，“，“因为补贴变因为补贴变

化以后化以后，，55 万元及以下的车万元及以下的车

型拿到国家补贴可能比较型拿到国家补贴可能比较

难难。”。”这意味着农村的电动车这意味着农村的电动车

也有可能迎来一波消费升也有可能迎来一波消费升

级级。。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电动汽电动汽

车百人会的报告显示车百人会的报告显示，，目前目前

已有企业计划对农村市场进已有企业计划对农村市场进

行产品的针对性开发行产品的针对性开发。。

当前的政策力度是否足当前的政策力度是否足

够刺激农村居民对新能源汽够刺激农村居民对新能源汽

车埋单车埋单？？对此对此，，一位青岛当一位青岛当

地的新能源汽车地的新能源汽车44SS店负责人店负责人

表示表示，，从这一轮的补贴政策从这一轮的补贴政策

看看，，新能源汽车下乡可能并新能源汽车下乡可能并

不会收到像十年前不会收到像十年前““汽车下汽车下

乡乡””那么好的效果那么好的效果。“。“上一轮上一轮

是国家统一补贴是国家统一补贴，，这次消费这次消费

者对自己实际上能在多大程者对自己实际上能在多大程

度得到政府补贴会持怀疑态度得到政府补贴会持怀疑态

度度。。两者相比两者相比，，还是上一轮还是上一轮

汽车下乡政策对消费者的刺汽车下乡政策对消费者的刺

激更大激更大。”。”

而在企业层面而在企业层面，，部分车部分车

企也认为此次政府补贴推广企也认为此次政府补贴推广

力度不及预期力度不及预期。“。“上次汽车下上次汽车下

乡是全国统一的乡是全国统一的，，不用我们不用我们

去宣传去宣传，，消费者就都知道消费者就都知道

了了，，但是但是，，这次补贴是地方这次补贴是地方

政府补贴一部分政府补贴一部分，，而宣传推而宣传推

广就完全靠我们企业自己广就完全靠我们企业自己

做做，，但农村消费者面对企业但农村消费者面对企业

的这种自我推销还是比较谨的这种自我推销还是比较谨

慎的慎的，，效果怎么样还不能保效果怎么样还不能保

证证。”。”一位北方地区的新能源一位北方地区的新能源

汽车企业销售人士表示汽车企业销售人士表示。。

另外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生产虽然大部分新能源汽车生产

企业此次参与申请下乡的热企业此次参与申请下乡的热

情较高情较高，，但仍有一些企业并但仍有一些企业并

未对此展现出参与意愿未对此展现出参与意愿，，在在

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消费者的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消费者的

产品可选范围产品可选范围。。而不参与的而不参与的

原因据了解集中在两个方原因据了解集中在两个方

面面：：一是此次补贴中一是此次补贴中，，企业企业

自身优惠占较大部分自身优惠占较大部分，，意味意味

着车企利润可能被削薄着车企利润可能被削薄；；二二

是有些企业担心下乡对自身是有些企业担心下乡对自身

品牌有负面影响品牌有负面影响。。

针对农村地区充电基础针对农村地区充电基础

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在车在车

展上展上，，不少车企最新推出的不少车企最新推出的

电动汽车充电已经不需要安电动汽车充电已经不需要安

装直流快充充电桩装直流快充充电桩，，普通的普通的

220220VV家庭用电就可以为车辆家庭用电就可以为车辆

充电充电。。换句话说换句话说，，只要能插只要能插

空调的插座空调的插座，，就可以给汽车就可以给汽车

充电充电。。相比燃油车还要去加相比燃油车还要去加

油站加油油站加油，，电动汽车可以做电动汽车可以做

到足不出户就可以充满电到足不出户就可以充满电，，

其实更加方便其实更加方便、、快捷快捷。。而青而青

岛市为配合新能源车下乡活岛市为配合新能源车下乡活

动动，，也正在积极推动公共停也正在积极推动公共停

车场车场、、旅游景区等场所充电旅游景区等场所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预计到预计到20222022

年年年年底底，，全市电动汽车充电桩全市电动汽车充电桩

数量将达数量将达22..3535万个万个，，充充电设施电设施

建设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建设重点向农村地区倾斜。。

在消费者层面在消费者层面，，部分消部分消

费者存在担心车辆出现问题费者存在担心车辆出现问题

后得不到及时维修的疑虑后得不到及时维修的疑虑。。

对此对此，，一些造车新势力企业已一些造车新势力企业已

经开始加速三四线及村镇渠经开始加速三四线及村镇渠

道的建设道的建设。。总体上新能源汽总体上新能源汽

车在农村市场仍然面临诸多车在农村市场仍然面临诸多

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主要原因之一是主要原因之一是

农村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接农村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接

受程度有待提升受程度有待提升。。 （王文）

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了汽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了汽

车行业车行业，“，“受苦受难受苦受难””的不光的不光

是汽车制造商是汽车制造商，，经销商的日经销商的日

子也很难过子也很难过。。

88月月33日日，，中国汽车流通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发布了协会发布了20202020年上半年经年上半年经

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数据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数据，，结结

果显示果显示，，经销商的经营压力经销商的经营压力

越来越大越来越大。。20202020 年上半年年上半年，，

经销商的经营压力继续加经销商的经营压力继续加

大大。。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仅有仅有 2828..88%%

的经销商实现盈利的经销商实现盈利，，较去年较去年

下降下降00..99个百分点个百分点。。

实现销量增长的经销商实现销量增长的经销商

比例为比例为2121..55%%，，其中有其中有6060%%的的

经销商为豪华经销商为豪华//进口品牌经销进口品牌经销

商商；；销量下降的经销商占比销量下降的经销商占比

达达 7878..55%%，，其中其中，，同比减少同比减少

四成以上的经销商占总数的四成以上的经销商占总数的

1717..22%%。。

靠卖新车赚钱显然已经靠卖新车赚钱显然已经

无法支撑经销商盈利无法支撑经销商盈利。。数据数据

显示显示，，从单店情况来看从单店情况来看，，上上

半年单店销量呈整体下降半年单店销量呈整体下降，，

新车销售收入为新车销售收入为 76007600 万元万元，，

仅为仅为 20192019 年全年的年全年的 3737..66%%，，

新车毛利率进一步下降至新车毛利率进一步下降至--

33..55%%。。

退网的退网的 44SS 店也越来越店也越来越

多多，，数据显示数据显示，，上半年乘用上半年乘用

车经销商总数为车经销商总数为 2977329773 家家，，

同比减少了同比减少了00..77%%，，退网退网44SS店店

数量达到了数量达到了10191019家家。。经销商经销商

的满意度也持续下降的满意度也持续下降，，这是这是

第四年出现满意度下降的情第四年出现满意度下降的情

况况。。经销商们普遍表示经销商们普遍表示，，厂厂

家在疫情期间给出的扶持政家在疫情期间给出的扶持政

策调整期太短策调整期太短，，对销售情况对销售情况

改善不明显改善不明显。。经销商最不满经销商最不满

意的就是厂家指定的销售任意的就是厂家指定的销售任

务指标过高务指标过高，，库存压力过大库存压力过大。。

对于今年的汽车市场走对于今年的汽车市场走

向向，，大部分汽车经销商表示大部分汽车经销商表示

并不看好并不看好。。中国汽车流通协中国汽车流通协

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表示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表示，，在在

针对针对20202020年车市的预期调查年车市的预期调查

中中，，仅有仅有 2929%%的经销商认为的经销商认为

全年会实现正增长全年会实现正增长。。（刘欣）

上半年盈利汽车经销商不足三成

2020广汽科技日重磅发布

感·创未来 无科技不广汽

77月月2828日日，，以以““感感··创创

未来未来””为主题的为主题的 20202020 广汽广汽

科技日以线上形式举行科技日以线上形式举行。。广广

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联合广汽集团总经理冯兴亚联合广

汽研究院相关领域的专家联汽研究院相关领域的专家联

手发布相关技术手发布相关技术，，500500多家多家

媒体的记者和众多网友通过媒体的记者和众多网友通过

云端参与了本次活动云端参与了本次活动，，共同共同

见证广汽集团不断探索的创见证广汽集团不断探索的创

新科技成果新科技成果，，以及在科技驱以及在科技驱

动下对未来出行的畅想动下对未来出行的畅想。。

继去年发布继去年发布e-TIMEe-TIME行行

动动、、发出广汽集团向科技型发出广汽集团向科技型

企业转型的宣言后企业转型的宣言后，，本次广本次广

汽集团又集中亮出多项行业汽集团又集中亮出多项行业

领先的领先的““黑科技黑科技”。”。广汽全广汽全

球平台模块化架构球平台模块化架构 GPMAGPMA

和纯电专属平台和纯电专属平台 GEPGEP 凝聚凝聚

了广汽以人为本了广汽以人为本、、科技领先科技领先

的造车理念的造车理念；；此外此外，，其还发其还发

布了具备限定条件下自动驾布了具备限定条件下自动驾

驶 功 能 的 新 一 代驶 功 能 的 新 一 代 ADiGOADiGO

33..00 智驾互联生态系统智驾互联生态系统、、可可

靠高效的动力总成技术靠高效的动力总成技术、、全全

球领先的高能量密度动力电球领先的高能量密度动力电

池电芯技术等池电芯技术等。。广汽首款氢广汽首款氢

燃 料 电 池 汽 车燃 料 电 池 汽 车 Aion LXAion LX

Fuel CellFuel Cell 与广汽与广汽 33DGDG 石墨石墨

烯技术也在发布会上正式亮烯技术也在发布会上正式亮

相相。。 （行成）

巴斯夫与捷豹路虎签署
亚太区首选供应商协议

日前日前，，巴斯夫涂料业务巴斯夫涂料业务

部与捷豹路虎全球总部就巴部与捷豹路虎全球总部就巴

斯 夫 高 端 修 补 漆 品 牌斯 夫 高 端 修 补 漆 品 牌

GlasuritGlasurit鹦鹉和鹦鹉和R-MR-M签署合签署合

作协议作协议，，为捷豹路虎全球车为捷豹路虎全球车

身和车漆项目在亚太地区身和车漆项目在亚太地区

1616 个 进 口 国 的 开 发 和 实个 进 口 国 的 开 发 和 实

施施，，以及市场提供支持以及市场提供支持。。

按照该协议按照该协议，，双方将开双方将开

展长期战略合作展长期战略合作，，共同推动共同推动

捷豹路虎在车身修复和车漆捷豹路虎在车身修复和车漆

修补方面超越行业标准修补方面超越行业标准。。除除

供应汽车修补漆产品和配色供应汽车修补漆产品和配色

解决方案外解决方案外，，巴斯夫还将指巴斯夫还将指

定专门的亚太区钣喷项目经定专门的亚太区钣喷项目经

理理，，支持捷豹路虎全球车身支持捷豹路虎全球车身

和车漆项目在亚太地区的开和车漆项目在亚太地区的开

发与实施发与实施。。

作为本协议的一部分作为本协议的一部分，，

巴斯夫还将提供完善的增值巴斯夫还将提供完善的增值

服务解决方案服务解决方案 （（ABSABS），），助助

力捷豹路虎提高授权维修站力捷豹路虎提高授权维修站

和指定经销商网络的盈利水和指定经销商网络的盈利水

平和效率平和效率。。 （张兆莱）

哈弗携手张家界
定义高品质自驾游

价格在5万～8万元

消费者对自我推销

比较谨慎

多款车型家用电可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