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击广州车展

自主品牌再次向高端化发起冲击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1月20日，第十八届广州国际汽车展览会（简称“广州车展” ）开幕。 在突发疫情、存量竞争的背景下，广州车展作为全年最后一次大型汽车展会，期间发布的新车将对明年汽车市场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今年的广州车展可以看到，面对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性调整，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溢价能力，自主品牌纷纷向高端市场挺进突围。 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相关车企对小型电动车的投入比重增加。

自主品牌向高端化发起冲击

11月20日，长安汽车高端品牌UNI序列下第二款产品UNI-K在广州车展上正式亮相。 UNI-K定位中大型五座SUV，预计将于2021年上半年正式上市。 作为长安汽车品牌向上和战略转型的重要落点，官方透露UNI-K产品售价或将突破18万元。

在广州车展前夕，长安汽车宣布与华为、宁德时代合作打造的高端智能汽车品牌，并希望借助该品牌与UNI序列共同实现企业的“双高端”目标。

“产品向新、品牌向上是所有中国品牌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此前表示。

根据规划，长安汽车将在2021年发布9款全新和升级的产品，并且在未来5年内推出5款UNI序列车型，其中包括一款轿车产品。

无独有偶。 在本届广州车展上，江淮汽车发布“refine”瑞风商务车品牌，瑞风商务车首款高端旗舰车型瑞风L6MAX正式上市。

江淮汽车方面表示，在现有产品矩阵的基础之上，瑞风品牌推出M、L两大产品系列。 其中，瑞风“L”系列侧重中高端商务出行，而以瑞风M3、瑞风M4为代表的现有MPV产品更注重载人载物的空间实用性与燃油经济性。 “L”系列与“M”系列将形成“商用+商务”的双系列产品布局，以更好地满足不同行业细分市场的需求。

据介绍，未来5年，瑞风将推出10余款MPV产品，覆盖从入门级到中高端的各个细分领域，满足从商用到商务接待场景的需求，转型成为“高价值出行方案服务商” 。

“品牌向上”是必由之路

面对当前个性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市场需求，冲击中高端市场，已经成为自主品牌“品牌向上”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已经有自主品牌向高端化之路发起冲击，但收效甚微。 2017年，长城WEY和吉利领克几乎同时推出自己的首款车型，并且价格都突破了15万元。 重塑后的红旗品牌也一路突飞猛进，超过沃尔沃一跃成为豪华品牌销量排行榜第五名。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选择以独立高端品牌加入这场激战。 今年，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已推出高端品牌岚图，旗下首款中大型高端智能电动SUV将在今年12月举行全球首发；而上汽集团也透露，正着手打造一个代号为“L”的全新智能电动汽车高端品牌。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自主品牌车企发展进入一定规模，模块化和平台化架构成为提升汽车产品升级效率的重要手段后，自主品牌已经逐渐告别了低质、低价的发展阶段，消费者也日益成熟。 随着规模的增大和市占率的提升以及电动化的到来，自主品牌可以依托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技术再次向高端化发起冲击。

小微电动车车型受捧

长城汽车旗下纯电动小型SUV欧拉好猫出现在本届广州车展上，该车基于长城汽车“柠檬+咖啡”智能平台打造。 同时，奇瑞旗下纯电小型SUV新款瑞虎e也迎来上市后的车展首秀。 此外，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电动小车新宝骏小Biu、零跑汽车旗下微型电动车T03等车型也亮相本届广州车展。

今年以来，小型电动车的热销有力地撑起了国内火爆的新能源汽车市场。 今年10月，五菱宏光MINI� EV销量达2.06万辆，位列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行榜第一位，而排名第二位的Model� 3销量则为1.2万辆。

五菱宏光MINI� EV的热销并非个例。 今年10月，共有3款微型、小型电动车登上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行榜前十位，其中欧拉R1以6269辆位列第三位，奇瑞eQ1以4745辆位列第五位，两款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287.5%、96.6%。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厂商的市场策略演化出两条路径，一条是像特斯拉、比亚迪汉、蔚来、小鹏、北汽新能源arcfox、东风岚图等品牌的高端化路径；另外一条是以五菱宏光MINI� EV为代表的品牌，不依赖补贴转向低端市场铺开销量。 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推进，低价位的车辆销量明显上升。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小型电动车更经济环保，也更符合现阶段大城市低收入家庭及小城镇居民短途出行需求和购买能力。 在仍属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能源车市场，低价无疑是其最大的竞争优势。

戴姆勒吉利再携手

聚焦下一代高效混动系统

□本报记者 崔小粟

11月20日， 吉利控股宣布， 戴姆勒股份公

司、 吉利控股集团和沃尔沃汽车内燃机部门拟

就一款用于下一代混动车型技术的高效动力系

统展开合作。 通过这一合作，合作方将打造规模

效应，提高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预计合作领域

将包括工程研发、采购、产业化及效率举措等。

用于混动技术下一代汽油发动机

据悉，双方将利用各自全球研发网络，共同

开发用于混动技术的下一代汽油发动机。 该发

动机将与合作方在欧洲和中国的发动机工厂生

产，有可能被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及其在华

现有合作伙伴采用， 并用于包括沃尔沃汽车在

内的吉利控股旗下的丰富品牌组合。 为此，该发

动机从中国出口海外也将是可能性之一。

戴姆勒股份公司负责集团研发的董事会

成员、梅赛德斯-奔驰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兼

首席运营官马库斯·谢弗表示：“我们的愿景

依然是实现碳中和。 戴姆勒致力于到2039年

实现乘用车新产品阵容的碳中和。各种动力系

统的逐步电动化是我们驱动系统战略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为此，我们正在系统化地推进产

品转型， 希望至2030年混动和纯电车型在乘

用车全球销量中的占比过半。我们对未来合作

充满期待，通过与沃尔沃内燃机部门和吉利携

手，我们将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继续在高效驱动

系统领域扩大协同。 在戴姆勒，新成立的梅赛

德斯-奔驰动力系统部门将牵头这一合作项

目，提高成本优势。 ”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负责大中华

区业务的唐仕凯表示：“过去几年来， 我们见

证了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强劲势头，我们坚信

中国将继续在创新、效率和规模效应方面带来

巨大的潜力。通过与吉利控股集团及旗下品牌

的这一合作，我们不仅将深化在全球最大汽车

市场的布局，同时也将强化我们在未来全球汽

车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 ”

吉利控股集团总裁、 吉利汽车集团总裁、

CEO安聪慧表示：“这一合作项目不仅出于规

模效应的需要，也是加大对清洁高效动力总成

及混合动力系统研发投入和应用力度的体现。

我们愿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动技术进步，在变革

时代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

第二代混动产品明年将推向市场

作为“自主品牌一哥” 的吉利汽车，在节

能环保领域表现突出。 吉利汽车表示，公司针

对新能源汽车各技术路线进行了全面的布局。

吉利的新能源策略是纯电和混动并行，混动技

术是短期内满足国家排放要求以及成本效益

的首选。吉利在这方面的技术储备和制造能力

基本已经搭建完成。

吉利方面透露，第二代混动产品将于明年

推向市场，节能效率进一步提升。此外，在全力

推进以“浩瀚智能进化体验架构” 为核心支撑

的电动化进程的同时， 吉利将继续发挥在研

发、 制造和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的竞争优势，大

力发展高端节能汽车。

吉利控股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作为戴

姆勒长期战略投资者，吉利控股入股初衷一直

没变：在依法合规、公平透明，兼顾各合作方利

益的前提下，寻求更广泛的合作机会，通过协

同与分享来占领技术制高点。

目前，吉利、戴姆勒已合作四个项目，除了

本次合作的混动车型技术的高效动力系统以

外，还包括携手布局高端共享出行、联合运营

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smart、携手布局低空

出行领域等。

2018年2月24日，吉利集团宣布，通过旗

下海外企业主体收购戴姆勒9.69%具有表决

权的股份，收购涉及资金大概为90亿美元，成

为戴姆勒单一最大股东。彼时，吉利方面强调，

收购戴姆勒股份并非财务投资。作为长期战略

投资者， 吉利集团承诺长期持有戴姆勒股权，

希望助力戴姆勒成为电动出行和线上技术服

务领域的佼佼者。

政策密集出台

汽车消费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宋维东

近期，国务院对扩大汽车消费作出部署，

包括鼓励各地增加号牌指标投放、 开展新一

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举措。 同时，各地也

密集出台汽车消费刺激政策， 助推汽车消费

市场景气度上行。

业内人士表示，经济的恢复支撑了消费信

心在“金九银十” 旺季进一步提振，地方购车

补贴、 厂家促销举措等共同促进市场加速回

暖，特别是年底各汽车厂商为冲刺全年销量目

标选择让利。 总体来看，年末利好因素延续，在

政策的助推下，汽车消费需求得以继续释放。

政策持续加码

今年以来， 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陆续出

台政策， 刺激汽车消费， 为近年来处于 “寒

冬” 中的汽车市场送来“政策礼包” ，同时也

进一步缓解了疫情对汽车产业带来的冲击。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对提振大宗消费、

重点消费和促进释放农村消费潜力作出部

署。 其中指出，要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鼓励

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

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 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对农村居民购买3.5吨及以下货车、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对居民淘汰国三及

以下排放标准汽车并购买新车，给予补贴；加

强停车场、充电桩等设施建设。

对此，安信证券指出，本次国务院常务会

议再次强调扩大汽车消费，预计还将带动更多

汽车刺激政策的出台。

近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也出台政策，持

续推进汽车消费。 以海口市为例，《海口市汽车

消费补贴实施细则》于近期正式通过并发布。根

据细则， 海口市汽车消费补贴时间为2020年11

月5日起至12月31日期间。补贴对象为该时段内

在海口市汽车销售企业购车并在海口市上牌的

燃油及新能源家用小客车的购车人（含7座及以

下、不含皮卡及商用车）。 具体补贴标准为每台

家用小客车补贴3000元人民币。

此前，湖北省也出台了《稳定和扩大汽车

消费若干措施》。 其中规定，对消费者（含经

营性单位）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3月31

日（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开票时间），购买省

内企业生产并在省内销售、 省内上牌落户的

乘用车，按销售价格的3%给予补贴，省级与汽

车生产所在市县财政各分担一半。

新能源车消费迎“风口”

值得关注的是，在各地推出的刺激汽车消

费政策中，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是重点提及的

内容之一。 相关市场人士表示，这有助于提高

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速度，并带动相关产业链发

展，新能源汽车消费也迎来重要“风口” 。

上海市此前发布的 《消费者购买新能源

汽车充电补助实施细则》中规定，符合条件的

个人消费者自2020年4月23日至12月31日，在

上海市注册的汽车销售机构购买初次登记的

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

车（不含二手车），并在上海市完成车辆注册

登记手续，且车辆用途为非营运的，可以申请

充电补助资金。 对于符合申领条件的消费者，

给予每人5000元充电补助。

据悉， 根据国家到2022年底对新能源汽

车总体支持的政策要求， 上海到2022年底将

继续给予新能源汽车免费专用牌照，目前具体

的政策规定还在制定过程中。

11月19日印发的 《合肥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中指

出，到2025年，合肥市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超

过千亿，整车产能达到100万辆，成为全国重

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在优化新能源汽车应用环境方面，合肥市

规定，新能源汽车在政府投资建设的公共停车

场（点）每天免费停2次，每次不超过5小时；在

市区道路临时泊车位停车2小时内免费，超过2

小时减半收费；实行新能源汽车差异化交通管

理， 允许电动物流车在市区地面道路行驶，允

许新能源汽车在非高峰时段使用公交专用道；

积极争取新能源汽车在绕城高速免费通行等。

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一二线城市汽车保有量

持续上升， 新能源汽车市场正由主要城市向三四

线城市延伸， 广大乡镇地区成为新能源汽车的潜

在消费市场。 乘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三四线

城市和农村面临着即将释放的机动化出行需

求， 有可能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新的动力

或新的海量级空间。“要抓住这一巨大的增量市

场，要看厂家的重视程度，包括政策的引导。 ”

市场“回温”明显

中汽协此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从产销量同比

看，10月汽车产销继续呈现两位数增长，产销分别

达到255.2万辆和257.3万辆， 同比增长11%和

12.5%。 截至10月，汽车产销已连续7个月呈现增

长，其中销量已连续六个月增速保持在10%以上。

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是表现突出，10月，新

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7万辆和16万辆，同

比分别增长69.7%和104.5%。这也是本年度第

四次刷新当月历史纪录。

乘联会表示，临近年末，地方性补贴政策

将陆续到期， 对购车需求有一定的刺激作用，

“双十一” 促销期间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进

一步拉动服务业快速恢复。此外，厂家、经销商

促销力度不减。 11月车市外部环境继续改善，

经济将进一步恢复至正常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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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集团发布“十四五”规划

埃安品牌独立运营

□本报记者 万宇

在第十八届广州国际车展上， 广汽集团发

布“十四五” 规划下的“1615战略” 。 广汽集团

提出，“十四五” 期末，要挑战汽车年产销量达

350万辆， 全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超6000亿

元，利税总额超660亿元，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整

车产销规模超20%， 打造成为行业先进的移动

出行服务商。

广汽集团还公布了广汽自主品“双子星” 计

划， 埃安品牌正式独立运营， 广汽新能源更名为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埃安将作

为广汽埃安新能源公司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

发布“1615” 战略

据介绍，广汽集团成立23年来，从“十五”

规划到“十三五” 规划，实现收入规模每五年翻

一番。 “十三五” 期间，广汽集团坚持“一个中

心，两个不动摇，三个转变” 发展主线，推动企

业规模、综合实力、发展质量实现全面跨越式发

展，形成全产业链布局。 广汽集团“十三五” 主

要经济指标均完成，利润、利税等多项目标均提

前完成。 广汽集团汽车年产销突破200万辆，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9.5%，优于行业约10个百分

点；年营收总额突破3600亿元，平均利税总额

预计超526亿元，超计划目标完成；市场占有率

约8.8%，超出计划目标1个百分点。

面对汽车行业发展新趋势、新挑战，广汽集

团发布“十四五” 规划“1615” 战略。 具体来

看，广汽集团提出“十四五” 期间要完成1个目

标，“十四五” 期末，挑战汽车年产销量达350

万辆， 全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

利税总额超66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10%，市

场占有率超12%； 新能源汽车产品占整车产销

规模超20%，成为行业先进的移动出行服务商。

同时，要夯实6大板块、突出1个重点、实现5大

提升，即做强做实研发、整车、零部件、商贸服务、

金融服务和出行服务六大板块； 全面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实现集团高质量发展；全面实现电气化、

智联化、数字化、共享化、国际化五大方面的提升。

远景年产销汽车超500万辆

广汽集团表示，“十四五” 期间，公司将围

绕“新四化” 方向，通过自主创新和开放合作，

打造实现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核心技术 “两个”

领先的强大自主研发核心体系，2025年自主品

牌全面实现电气化，2023年L3大批量应用，

2024年推出全新电子电器架构量产L4，2025年

实现特定场景下L4智能驾驶商业运营。 通过做

实业务数字化、产品数字化和数字化创新，打造

全价值链的数字化智能运营体系。 聚焦构建极

致出行服务生态，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领先的出

行服务平台。加快推进重点市场国际化布局，提

升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广汽集团坚持自主创新和合资合作 “双

核” 驱动发展战略，对整车板块采取“两优两专

一稳一突破” 的发展策略。“两优” 是持续推进

与本田、丰田公司的合作广度与深度，做大做优

广汽本田、广汽丰田，打造国内一流的标杆合资

企业；“两专” 是充分发挥JEEP、三菱世界级专

业SUV的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将广汽菲

克、 广汽三菱打造成为国内汽车市场有鲜明特

色的专业品牌；“一稳” 是把握行业发展大势，

对广汽传祺采取稳中求进的策略， 聚焦混动化

技术方向打造差异化新优势， 持续推进品牌向

上；“一突破” 是专注极致用户体验和服务，在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领域持续发力、加快突破，

争取广汽新能源销量进入行业前三。

面向2035年的远景目标，广汽集团要努力成

为客户信赖、员工幸福、社会期待，年产销超500

万辆，营收超1万亿元，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为人类美好移动生活持续创造价值。

打造自主品牌“双子星”

在“十四五” 规划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的指引下，广汽集团发布了广汽自主品牌“双

子星” 计划。

广汽传祺方面，自去年以来就正式启动了品

牌重塑和提升工作，重新梳理品牌形象、价值，正

在形成全新的品牌核心价值体系，不断强化用户

对品牌调性的认知和情感理念的认同，此次在广

州车展上更是发布了全新品牌口号：“一祺智行

更美好” ，推动品牌可持续发展、焕发新活力。 全

新的广汽传祺品牌， 持续以客户体验为中心，逐

步构建出“趣、质、亲” 的核心品牌价值，打造“科

技传祺、品质传祺、服务传祺” 三大领先形象，向

着“世界级品牌，全球化企业”的目标稳步前进。

此外， 广汽集团在广州车展上宣布埃安品

牌正式独立运营，广汽新能源更名为“广汽埃

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广汽埃安” 将作为

广汽埃安新能源公司的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

并启用全新LOGO。至此，广汽埃安正式成为与

广汽传祺并列的广汽自主品牌。一直以来，广汽

埃安始终坚持科技创新， 以一系列行业领先的

创新成果以及独特的营销服务模式， 打造了世

界级的产品和服务，赢得了市场认可，并在用户

心中形成了“先进、好玩、新潮、高品质” 的科技

品牌形象。面向未来，广汽埃安将肩负品牌持续

高端化的使命，全面推动研发、智造、产业链、营

销服务模式和组织文化的创新变革，深化从0到

1的科技创新， 持续打造世界级产品和服务，并

为构建“未来智能出行生态” 和“可持续利用

能源生态” 贡献广汽埃安的智慧。

传祺和埃安作为广汽自主整车两大品牌，

在力求做到资源协同的同时， 又要保持各自的

品牌特性， 成为广汽未来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

的“双子星” 。

自主品牌走向高端化

11月20日， 长安汽车高端品牌UNI序列

下第二款产品UNI-K在广州车展上正式亮

相。 UNI-K定位中大型五座SUV，预计将于

2021年上半年正式上市。 作为长安汽车品牌

向上和战略转型的重要落点， 官方透露U-

NI-K产品售价或将突破18万元。

在广州车展前夕，长安汽车宣布与华为、

宁德时代合作打造的高端智能汽车品牌，并

希望借助该品牌与UNI序列共同实现企业的

“双高端” 目标。

根据规划，长安汽车将在2021年发布9款

全新和升级的产品， 并且在未来5年内推出5

款UNI序列车型，其中包括一款轿车产品。

无独有偶。 在本届广州车展上，江淮汽车

发布“refine” 瑞风商务车品牌，瑞风商务车

首款高端旗舰车型瑞风L6MAX正式上市。

江淮汽车方面表示， 在现有产品矩阵的

基础之上，瑞风品牌推出M、L两大产品系列。

其中，瑞风“L” 系列侧重中高端商务出行，而

以瑞风M3、瑞风M4为代表的现有MPV产品

更注重载人载物的空间实用性与燃油经济

性。 “L” 系列与“M” 系列将形成“商用+商

务” 的双系列产品布局，以更好地满足不同行

业细分市场的需求。

据介绍， 未来5年， 瑞风将推出10余款

MPV产品，覆盖从入门级到中高端的各个细

分领域，满足从商用到商务接待场景的需求，

转型成为“高价值出行方案服务商” 。

“品牌向上”是必由之路

面对当前个性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市场

需求， 冲击中高端市场， 已经成为自主品牌

“品牌向上” 的必由之路。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已经有自主品牌向

高端化之路发起冲击，但收效甚微。 2017年，

长城WEY和吉利领克几乎同时推出自己的

首款车型，并且价格都突破了15万元。重塑后

的红旗品牌也一路突飞猛进， 超过沃尔沃一

跃成为豪华品牌销量排行榜第五名。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选择以独立高端品

牌加入这场激战。 今年，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

司已推出高端品牌岚图， 旗下首款中大型高

端智能电动SUV将在今年12月举行全球首

发；而上汽集团也透露，正着手打造一个代号

为“L” 的全新智能电动汽车高端品牌。

在业内人士看来，当自主品牌车企发展进

入一定规模，模块化和平台化架构成为提升汽

车产品升级效率的重要手段后，自主品牌已经

逐渐告别了低质、低价的发展阶段，消费者也

日益成熟。随着规模的增大和市占率的提升以

及电动化的到来，自主品牌可以依托智能网联

和新能源技术再次向高端化发起冲击。

小微电动车车型受追捧

长城汽车旗下纯电动小型SUV欧拉好猫

出现在本届广州车展上， 该车基于长城汽车

“柠檬+咖啡” 智能平台打造。同时，奇瑞旗下

纯电小型SUV新款瑞虎e也迎来上市后的车

展首秀。 此外，上汽通用五菱旗下电动小车新

宝骏小Biu、零跑汽车旗下微型电动车T03等

车型也亮相本届广州车展。

今年以来， 小型电动车的热销有力地撑

起了国内火爆的新能源汽车市场。今年10月，

五菱宏光MINI� EV销量达2.06万辆， 位列国

内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行榜第一位， 而排名

第二位的Model� 3销量则为1.2万辆。

五菱宏光MINI� EV的热销并非个例。 今

年10月，共有3款微型、小型电动车登上国内

新能源乘用车销量排行榜前十位， 其中欧拉

R1以6269辆位列第三位，奇瑞eQ1以4745辆

位列第五位， 两款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287.5%、96.6%。

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表示， 今年以

来， 新能源汽车厂商的市场策略演化出两条

路径，一条是像特斯拉、比亚迪汉、蔚来、小

鹏、北汽新能源arcfox、东风岚图等品牌的高

端化路径；另外一条是以五菱宏光MINI� EV

为代表的品牌， 不依赖补贴转向低端市场铺

开销量。 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的推进，低价位

的车辆销量明显上升。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 小型电动车更经济

环保， 也更符合现阶段大城市低收入家庭及

小城镇居民短途出行需求和购买能力。 在仍

属于初期发展阶段的新能源车市场， 低价无

疑是其最大的竞争优势。

11月20日， 第十八届广州国

际汽车展览会 （简称 “广州车

展” ）开幕。在突发疫情、存量竞争

的背景下，广州车展作为全年最后

一次大型汽车展会，期间发布的新

车将对明年汽车市场起到重要的

引导作用。在今年的广州车展可以

看到，面对中国汽车市场的结构性

调整，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溢价能

力，自主品牌纷纷向高端市场挺进

突围。 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由政

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相关车企对

小型电动车的投入比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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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广州车展

自主品牌再次向高端化发起冲击

□本报记者 崔小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