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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逸整体平衡，定位精准

特斯拉特斯拉 ModelModel 33 77 月销月销

量再次达到破万水平量再次达到破万水平，，以以

1101411014 辆的销量再次霸占新辆的销量再次霸占新

能源车排行榜的榜首能源车排行榜的榜首，，前前 77

月在华销售了月在华销售了 55..66 万辆万辆，，位位

列新能源车累计销量榜榜列新能源车累计销量榜榜

首首。。尽管尽管 ModelModel 33 的优点不的优点不

少少，，譬如其外观设计非常时譬如其外观设计非常时

尚尚，，在内饰方面异常简洁在内饰方面异常简洁，，

续航水准也是领先的续航水准也是领先的，，操控操控

性也较出色性也较出色。。但是但是，，其缺点其缺点

也很多也很多，，譬如其质量和服务譬如其质量和服务

体系就屡受诟病体系就屡受诟病。。但是但是，，

这些却并不影响它的销这些却并不影响它的销

量量。。事实上事实上，，特斯拉今年特斯拉今年

上半年已累计销售上半年已累计销售1717..99万万

辆辆，，其主力车型其主力车型 ModelModel 33

贡献了贡献了 7272%%的市场份额的市场份额，，

即即1414..2323万辆万辆，，将一众对手将一众对手

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成为全成为全

球唯一交付量超过球唯一交付量超过1010万辆的万辆的

纯电动汽车纯电动汽车。。

ModelModel 33 的热卖的热卖，，除除

了种种优点外了种种优点外，，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新物种新物种””的概念在发酵的概念在发酵，，

很 多 消 费 者很 多 消 费 者

购 买购 买 它它 ，， 实实

际上是把车定位到了含科技际上是把车定位到了含科技

元素的元素的““玩具玩具””上上，，就想尝就想尝

试除了传统驾驶功能以外的试除了传统驾驶功能以外的

乐趣乐趣，，如自动驾驶如自动驾驶 （（尽管还尽管还

不太成熟不太成熟）、）、各种软件升级各种软件升级

等等。。从数据上看从数据上看，，新势力车新势力车

企正逐步成为新能源市场重企正逐步成为新能源市场重

要的参与力要的参与力量量，，77月新势力车月新势力车

企的销量已占据了企的销量已占据了 1717..33%%的的

市场份额市场份额，，呈走高态势呈走高态势，，就是就是

个例个例证证。。在在 ModelModel 33 上上，，记记

者还是发现了价格对其销量者还是发现了价格对其销量

的影响的影响。。作为特作为特斯拉的掌门斯拉的掌门

人人 ，，马 斯 克 屡 屡 将 特 斯 拉马 斯 克 屡 屡 将 特 斯 拉

ModelModel 33 的的售价调低售价调低，，每次每次

调价就会影响一下销量调价就会影响一下销量，，价价

格推手的作用显而易见格推手的作用显而易见。。

也许是尝到了价格作用也许是尝到了价格作用

的甜头的甜头，，近期还有一个令近期还有一个令

““友商友商””更加不安更加不安

的 消的 消 息息 ：：

在日前举行的财报会议上在日前举行的财报会议上，，

马斯克表示马斯克表示，，当前特斯拉生当前特斯拉生

产的车辆还是太贵产的车辆还是太贵，，因此需因此需

要一款更加便宜的车型要一款更加便宜的车型，，甚甚

至是一款至是一款““人人都有机会入人人都有机会入

手的电动车手的电动车”。”。特斯拉正在特斯拉正在

中国大规模招聘工程师中国大规模招聘工程师、、设设

计师等相关人员计师等相关人员，，并传出了并传出了

将要建设中国设计中心的消将要建设中国设计中心的消

息息，，这些动作无疑引发了业这些动作无疑引发了业

界对其想要为中国消费者打界对其想要为中国消费者打

造全新专属电动车的猜想造全新专属电动车的猜想，，

更有业内人士大胆预言更有业内人士大胆预言，，这这

将是一辆比将是一辆比 ModelModel 33 略小的略小的

掀背车型或掀背车型或 AA00 级轿车级轿车。。此此

前前，，马斯克还表示中国产的马斯克还表示中国产的

ModelModel 33 在年底前会大量采在年底前会大量采

用国产件替代进口件用国产件替代进口件，，价格价格

也会再也会再次大幅降低次大幅降低。。

看看“老面孔”展现出的新亮点

细分市场7月销量火爆的几款车型，基本上还是“老面孔”，并且大多数呈现“强者

恒强”态势，与同车系的销量差距正在逐步扩大。颜值高、空间大、价格低仍是其走强

的基本逻辑，外加顾客定位更加精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造成了“火”。

本报记者 王伟

77 月车市回暖显著月车市回暖显著，，实实

现同比百分比两位数正增现同比百分比两位数正增

长长。。特别是在乘用车领域特别是在乘用车领域，，

轿车和轿车和SSUVUV两大细分市场表两大细分市场表

现不现不凡凡 （（MPVMPV 市场出现下市场出现下

降降）。）。记者探究记者探究其中几款销其中几款销

量表现出众的车型量表现出众的车型，，发现发现““老老

面孔面孔””居多居多。。看来看来，，新车型的新车型的

突破并不容易突破并不容易。。老面孔中老面孔中，，也也

有的出现了新的变化有的出现了新的变化，，不进不进

则退是条亘古不变的真理则退是条亘古不变的真理，，

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第第

一步就要潜心研究市一步就要潜心研究市场场。。

本月销量冠军车型依然本月销量冠军车型依然

是东风日产轩逸是东风日产轩逸，，并且地位并且地位

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是唯是唯

一一款月销量突破一一款月销量突破 44 万辆的万辆的

轿车轿车，，在销量方面已经把其在销量方面已经把其

他车型甩在了身后他车型甩在了身后，，地位堪地位堪

比比SUVSUV界的哈弗界的哈弗HH66。。

轩逸为什么能够保持销轩逸为什么能够保持销

量火爆呢量火爆呢？“？“价格低价格低、、颜值高颜值高、、

空间大空间大”。”。新一代日产轩逸厂新一代日产轩逸厂

商指导商指导价为价为 1010..9090 万～万～1414..3030

万元万元，，如果还觉得贵如果还觉得贵，，还有还有

同堂销售的经典轩逸可供选同堂销售的经典轩逸可供选

择择 （（在新款轩逸上市之前在新款轩逸上市之前，，

车企就把以前版本车型的价车企就把以前版本车型的价

格统统上涨了一番格统统上涨了一番，，想给消想给消

费 者 创 造费 者 创 造

一 种 新 款一 种 新 款

更 加 便 宜更 加 便 宜

的错觉的错觉）。）。

外 形 方外 形 方

面面，，日产新轩逸日产新轩逸

采用了日产品牌最新的采用了日产品牌最新的 V-V-

motionmotion22..00家族前脸设计家族前脸设计，，整整

个前脸与新一代天籁非常相个前脸与新一代天籁非常相

像像，，这样的套娃式设计有助这样的套娃式设计有助

于提高车型档次感于提高车型档次感。。轩轩逸拥逸拥

有超过有超过44..66米的车身长度米的车身长度，，作作

为一款为一款A+A+级别车型级别车型，，空间上空间上

可以给车内乘员提供相当大可以给车内乘员提供相当大

的自由度的自由度。“。“定位精准定位精准”，”，从选从选

购角度来说购角度来说，，具备具备 88 英寸中英寸中

控屏控屏、、无钥匙进入无钥匙进入、、天窗天窗、、

真皮方向盘真皮方向盘、、倒车影像倒车影像，，配配

置让人感觉很值置让人感觉很值。。尽管这款尽管这款

车发动机升级了一些新的技车发动机升级了一些新的技

术后动力有所提升术后动力有所提升，，但是开但是开

起来起来，，响应速度响应速度、、动力感觉动力感觉

还是有些欠缺的还是有些欠缺的，，但作为一但作为一

款经济型轿车款经济型轿车，，这样的价位这样的价位

有这么大空间有这么大空间，，皮实皮实、、开不开不

坏坏，，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长安CS75，优势越来越明显

从 落 后 到 逆从 落 后 到 逆

袭袭，，再到拉开差距再到拉开差距，，奥迪奥迪

AA66LL是如何找回往日销售节是如何找回往日销售节

奏的呢奏的呢？？

相对来说相对来说，，较为均衡的较为均衡的

产品力以及不俗的终端优惠产品力以及不俗的终端优惠

是奥迪是奥迪 AA66LL 热销的主要原热销的主要原

因因。。定位上定位上，，车型没有了车型没有了

““官气官气”，”，受众愈发年轻受众愈发年轻。。奥奥

迪迪AA66LL热销大致就是所有这热销大致就是所有这

些 道些 道

理叠加起来的共同作用理叠加起来的共同作用。。

想必一定有人会说想必一定有人会说，，奥奥

迪迪 AA66LL 不过是在以价换量不过是在以价换量，，

以牺牲品牌力为代价以牺牲品牌力为代价，，获得获得

短线收益短线收益。。可事实上可事实上，，这又这又

有多大的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长期以长期以

来来，，豪华车中除了雷克萨斯豪华车中除了雷克萨斯

稍显稍显““另类另类””之外之外，，几乎所几乎所

有的豪华品牌都在做同样的有的豪华品牌都在做同样的

一件事一件事：：价格下探价格下探。。消费升消费升

级并不代表消费者缺乏理级并不代表消费者缺乏理

性性，，而豪华品牌拥有相对更而豪华品牌拥有相对更

大的空间和余地大的空间和余地。。

在消费升级及增换购比在消费升级及增换购比

例逐渐加大的利好下例逐渐加大的利好下，，豪华豪华

车市场整体上升态势良好车市场整体上升态势良好，，

既然大家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既然大家都在干着同样的事

情情，，而奥迪而奥迪AA66LL之所以会表之所以会表

现得更加强势现得更加强势，，显然是多种显然是多种

因素叠加造成的最终结果因素叠加造成的最终结果，，

这也顺应了当下消费者的需这也顺应了当下消费者的需

求求。。3030万元的价格能得到这万元的价格能得到这

样一辆车样一辆车，，对很多消费者确对很多消费者确

实有足够的吸引力实有足够的吸引力。。

哈弗H6，“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77月月，，哈弗哈弗HH66虽然还是虽然还是

稳居销量冠军宝座稳居销量冠军宝座，，但是这但是这

销量却没有了昔日的风光无销量却没有了昔日的风光无

限限，，月销量已经很久没有突月销量已经很久没有突

破破 33 万辆了万辆了，，与第二名的距与第二名的距

离仅为离仅为 300300 辆辆。。反观轿车领反观轿车领

域的轩逸域的轩逸，，销量突破销量突破 44 万辆万辆

是家常便饭是家常便饭。。

对于哈弗对于哈弗 HH66，，大家都大家都

觉得这款车的油耗偏高觉得这款车的油耗偏高，，哈哈

弗弗 HH66 能够卖得这么好能够卖得这么好，，最最

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价格低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价格低。。

相对于各种各样的不足相对于各种各样的不足，，这这

款车的整体实力较为均衡款车的整体实力较为均衡，，

特别是相对于它的整体配特别是相对于它的整体配

置置，，其价格让人其价格让人

感觉很低感觉很低、、很值很值，，

这就是它的突出这就是它的突出

优势优势。。但是但是，，市场市场

竞争就是那么残竞争就是那么残

酷酷，，不进则退不进则退，，如果缺点如果缺点

一直没有被很好地改进一直没有被很好地改进，，就就

是神车是神车也会落下神坛也会落下神坛。。

哈弗哈弗 HH66 的出世的出世，，恰逢恰逢

中国中国““都市都市SUVSUV””大发展的大发展的

起始阶段起始阶段，，它抢到了重要的它抢到了重要的

市场先机市场先机。。但是但是，，自主品牌自主品牌

在合资品牌下压的影响下在合资品牌下压的影响下，，

生存空间被无限压迫生存空间被无限压迫；；随着随着

合资品牌合资品牌SUVSUV产品布局的完产品布局的完

善和价格下探善和价格下探，，自主品牌面自主品牌面

临着极大的考验临着极大的考验。。君不见君不见，，

排行榜上日系排行榜上日系SUVSUV阵营日趋阵营日趋

强大强大，，并且增势明显并且增势明显。。

按照目前按照目前趋势趋势，，如果不如果不

出意外出意外，，未来几未来几个月内个月内，，哈哈

弗弗 HH66 就会终结连续就会终结连续 8080 多个多个

月霸占销量榜榜首的传奇月霸占销量榜榜首的传奇。。

现如今的长安现如今的长安CSCS7575，，正正

值巅峰时期值巅峰时期。。颜值颜值、、相比之相比之

下可靠的变速箱下可靠的变速箱、、精湛的做精湛的做

工工、、不错的性价比不错的性价比，，使得这使得这

款车在款车在SUVSUV市场一直深受欢市场一直深受欢

迎迎，，77 月销量再次突破月销量再次突破 22 万万

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辆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其实其实，，如果拿这辆车和如果拿这辆车和

哈弗哈弗 HH66 对比对比，，可以发现可以发现，，

从颜值的角度而言从颜值的角度而言，，两者都两者都

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比较适合大众的审美观；；从从

空间方面来讲空间方面来讲，，作为同样定作为同样定

位紧凑型位紧凑型 SUVSUV 的产品而言的产品而言，，

两者的空间都是让人感觉比两者的空间都是让人感觉比

较舒适的较舒适的。。再从价格的角度再从价格的角度

而言而言，，两者都是两者都是处于处于1010万至万至

1515 万 元 区 间万 元 区 间 ，，长 安长 安 CSCS7575

PLUSPLUS 比新款哈弗比新款哈弗 HH66 贵上贵上 11

万元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进为了进

一步满足年轻消费者的个性一步满足年轻消费者的个性

化需求化需求，，20212021 款长安款长安 CSCS7575

PLUSPLUS 还 新 增 了 原 子 灰 配还 新 增 了 原 子 灰 配

色色。。因此因此，，无论从哪一个角无论从哪一个角

度来看度来看，，长安长安CSCS7575 PLUSPLUS无无

不都在迎合当下年轻人多样不都在迎合当下年轻人多样

化的审美标准化的审美标准。。长安汽车还长安汽车还

在在CSCS7575 PLUSPLUS身上配备了长身上配备了长

安汽车首发的安汽车首发的 APAAPA55..00 遥控遥控

代客泊车系统代客泊车系统。。长安长安 CSCS7575

PLUSPLUS 上市后上市后，，成为自主品成为自主品

牌在牌在SUVSUV领域的又一强势产领域的又一强势产

品品。。如果非要说说两个车型如果非要说说两个车型

的区别的区别，，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长安长安

CSCS7575 PLUSPLUS 就是就是““后浪后浪”，”，

定位更加精准定位更加精准。。CSCS7575 PLUSPLUS

成为市场黑马不是偶然成为市场黑马不是偶然，，成成

为爆款不是偶然为爆款不是偶然，，而是深挖而是深挖

需求需求，，立足产品立足产品，，而后实现而后实现

迸发迸发。。

Model 3，热卖无人能追？

奥迪A6L，顺应消费者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