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市迎“开门红”

1月汽车销量同比预增逾三成

本报记者 宋维东

今年车市迎来“开门红” 。

中汽协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我国汽车行业销量预计完成254万辆，同比增长31.9%。 其中，乘用车销量预计完成207万辆，同比增长28.4%；商用车销量预计完成48万辆，同比增长50.1%。

车企销量大增

近期，整车企业密集公布2021年1月产销数据，主要企业产销量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中国一汽1月生产整车30.91万辆，同比增长21.6%；销售整车42.05万辆，同比增长18.9%。

广汽集团1月生产汽车19.18万辆，同比增长39%；销售汽车21.73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23.29%。 乘用车方面，广汽集团该月轿车、MPV、SUV车型全面开花。 其中，轿车销量达93290辆，同比增长10.98%；MPV销量为15088辆，同比增长80.76%；SUV销量达10.87万辆，同比增长29.85%。

长安汽车1月汽车产量为22.66万辆，同比增长82.85%；销量为25.2万辆，同比增长87.24%。

比亚迪1月实现汽车产量47618辆，比上年同期增长87.27%；完成销量42401辆，同比增长68.44%%。

奇瑞集团1月份实销汽车97060辆，同比增长80.2%。 奇瑞集团表示，旗下奇瑞瑞虎8系列、艾瑞泽系列、奇瑞控股捷途系列继续坐镇“万辆俱乐部” 。

上汽通用五菱1月整体销量达15.91万辆，同比增长45%。 上汽通用五菱连续10个月销量同比增长。

相关合资品牌表现优异。 例如，一汽-大众三大品牌1月累计终端销售24.16万辆（含进口车），同比增长27.7%。 其中，大众品牌销售14.05万辆，同比增长25.4%；奥迪品牌销售86888辆（含进口车），同比增长35.8%，创历史最高纪录；捷达品牌销售14200辆，同比增长8%。

新能源汽车市场延续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势。

比亚迪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22393辆，同比增长205.16%；销量为20178辆，同比增长182.88%。 在造车新势力中，蔚来1月交付新车7225辆，同比增长352.1%，连续6个月创单月交付数新高；小鹏汽车1月总交付6015辆，同比增长470%，连续7个月同比翻番，连续三个月创历史最好交付成绩；理想ONE在1月交付5379辆，同比增长355.8%。

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报告，1月前两周乘用车零售数量同比下降，后两周实现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第三周和第四周同比分别增长35%和168%。

对于1月汽车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业内人士表示，汽车消费信心逐步恢复，而疫情使得2020年1月汽车销量基数较低。

乘联会指出，“就地过年”举措将给县乡车市带来一定影响。

卡车市场强势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基建”项目陆续启动、环保升级加快推动老旧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加之防疫物资、电商行业的运输需求扩大和高速公路减免通行费用等因素综合作用，有力促进了商用车市场增长。 今年1月，商用车市场延续强势增长态势。

卡车市场表现抢眼。 第一商用车网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我国重卡市场预计销售各类车型18.9万辆（开票数口径），同比大幅增长62%。 这意味着2021年开年就刷新了重卡市场1月销量历史纪录，且重卡市场连续十个月刷新纪录。

一汽解放披露的数据显示，公司1月产量合计46283辆，同比增长57.03%；实现销量79082辆，比上年同期增长27.87%。 其中，重卡和中卡销量同比分别增长33.68%和47.85%。 一汽解放在国内重卡市场地位仍然稳固。

江铃汽车披露的数据显示，1月卡车销量为9511辆，同比增长84.21%。 福田汽车1月重卡、中卡和轻卡销量分别为12439辆、7908辆和37008辆，同比分别增长39.58%、139.35%和47.41%。

兴业证券表示，下半年国六升级会增加购置成本，大部分车企采取了“决战上半年”的竞争策略，铺货与促销力度加大；同时，国三排放淘汰政策及超载治理持续推进。

今年市场相对乐观

近期不少车企召开相关工作会议，介绍了2021年工作计划。 通过梳理公开信息，可以感受到车企对今年车市信心较强。

业内人士指出，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因素，汽车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总体看，全行业对2021年市场保持相对乐观。

日前召开的中国一汽暨红旗品牌新闻年会透露，2021年中国一汽计划销售整车超过400万辆，同比增长7.9%以上；其中，销售新能源整车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300%以上；红旗销售40万辆，同比增长100%；实现营业收入7700亿元，同比增长10.6%以上。 经营效益同步增长，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2021年，广汽集团将围绕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发展规划，统筹推动“稳增长、提业绩、严对标、保供应、强自主、谋发展、育品牌”七大行动，全年自主品牌计划推出两款全新车型、一款换代车型及多款改款车型，公司将挑战全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0%的目标。

东风公司表示，2021年经营主要目标为销量跑赢大市，挑战385万辆，经营保持高质量。 公司将进一步抢抓市场机遇，加快改革创新，强化基础管理，强化战略落地，强化资源协同，强化内部挖潜。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指出，从汽车行业发展趋势看，伴随经济稳定回升，消费需求将加快恢复，中国汽车市场潜力依然巨大。 中国汽车市场2021年将实现恢复性正增长。 其中，汽车销量有望超过2600万辆，同比增长4%；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到180万辆，同比增长40%。

北汽蓝谷董事长刘宇：

把“护城河” 修得更深更宽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北汽蓝谷新任董事长刘宇近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2021年北汽蓝谷将围绕新一代面向私人业务的产品，基于用车场景静下

心来做好产品与服务，实现从对公业务到对私业务的根本性转化。

做好产品和服务

1月30日北汽蓝谷发布公告，预计2020年度净亏损60亿元至65亿元，

预计扣非后净亏损62亿元至67亿元。

公司称，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公司产销量未达预期，尤其是占比较高

的对公销量受疫情影响严重，导致收入和毛利大幅下降。

根据公司发布的产销快报，2020年1-12月北汽蓝谷子公司北汽新能

源销售汽车2.59万辆，同比下滑82.79%。 上年同期销售15.06万辆。

刘宇指出，新能源汽车行业由政策驱动全面转向市场驱动，企业自身

的能力才是在市场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之前，北汽蓝谷私人业务做得不

好，今年会围绕新一代面向私人业务的产品，静下心来基于用车场景，做

好产品定位和客户服务，实现从对公业务到对私业务的根本性转化。对于

B端业务，我们还是领先的，北京和海南对我们的换电技术很感兴趣，公

司会坚持推广，把‘护城河’修得更深、更宽。 ” 刘宇说。

品牌高端化

2020年10月，北汽新能源高端品牌首款车型ARCFOXαT上市。 新

品牌承载着北汽蓝谷品牌高端化发展的重任，北汽蓝谷对其寄予了厚望。

ARCFOX上市仅三个月，就已经看到了可喜变化。 刘宇表示，AR-

CFOX团队是北汽蓝谷转型的缩影。 这支团队脱胎于国企，但思维模式、

行为模式和形象气质接近于民营企业和造车新势力。“ARCFOX让我们

与客户的关系向前延伸，把车卖给客户只是提供服务的开始。北汽蓝谷要

为客户提供用车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并与客户深度互动。 ” 刘宇表示。

根据北汽蓝谷方面的规划，ARCFOX将围绕22座城市在2021年6月

30日之前开设60家门店， 年底将覆盖40座城市，2022年门店数量将达到

150家。 刘宇表示，今年ARCFOX品牌将重点推两款全新车型：一款是与

华为合作的ARCFOXαSHBT。 这是华为首款HI尾标上车车型，将搭载

华为3颗96线车规级激光雷达，今年上海车展期间将首次亮相，11月开启

小批量预订；另一款也是与华为合作的产品，为ARCFOXαSH高端轿跑

跨界车型。

第四种模式

主流车企纷纷部署战略，加速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 在刘宇看来，当

前新能源汽车产业模式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传统汽车企业的新能源

转型， 其新能源产品多基于燃油车平台和能力来打造。 第二类是以特斯

拉、蔚来、小鹏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 互联网基因使得他们在用户运营上

具有天然优势，但能坚持到最后的将是凤毛麟角。第三类是整车企业的合

资项目，如何平衡合作双方的权益是一个考验。

刘宇认为，蓝谷麦格纳是不同于以上的“第四种模式” 。 2019年1月，麦

格纳卫蓝新能源汽车技术（镇江）有限公司揭牌，麦格纳与北汽新能源各占

50%股权；2019年12月，北汽蓝谷麦格纳汽车有限公司注册，麦格纳与由北

汽新能源控股90.2%的卫蓝新能源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49∶51的股比出

资。 2019年12月，北汽蓝谷麦格纳工厂迎来ARCFOX试生产首车下线。

刘宇说，蓝谷麦格纳区别于传统的汽车企业合资模式，由中方投入技

术、品牌，并负责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同时利用麦格纳在验证、制造领

域的独特优势，实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世界级品质。同时，双方达成共识，

利用麦格纳的渠道资源，将ARCFOX产品打入欧洲主流市场。 “我们愿

与其他OEM及造车新势力共享开发和制造资源， 以开放共享的理念，推

动全行业发展和进步。 ” 刘宇说。

刘宇认为，在行业电动化的大趋势下，全新电动平台将带来集成度更

高、性能更优越，智能化水平更高、里程更长重量更轻的产品，有效减轻研

发负担，缩短研发周期，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以更快更经

济的方式提供更有竞争的电动汽车。

在此背景下， 北汽新能源与麦格纳联合打造了首款全冗余架构的电

动硬件平台BE21平台，可支持L3-L4级别的智能驾驶。 该平台通过模块

化的底盘和车身结构，可满足从A到B级，从轿车、SUV到Cross车型的开

发需求。

为了攻占技术制高点，北汽蓝谷选择与华为、宁德时代两名伙伴合作

进行技术攻关，瞄准汽车电动化和智能网联化的技术制高点。 据了解，北

汽蓝谷与华为成立了“1873戴维森创新实验室” 。 这是双方“面向下一代

世界级智能网联电动汽车技术” 的布局，整合优势资源，探索前瞻产品技

术与商业模式创新。 该实验室将从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业前

瞻布局三个方面强化蓝谷麦格纳在智能化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全新搭载

华为智能汽车解决方案的ARCFOXHBT是双方深化合作的成果， 将于

2021年亮相并交付。

此外，北汽蓝谷与宁德时代共建“1800伏特创新实验室” ，围绕行

业痛点打造领先的高性能高安全动力电池产品。“低点也是转折点。 ”

刘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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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企销量大增

近期，整车企业密集公布2021年1月产销数据，主要

企业产销量同比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中国一汽1月生产整车30.91万辆，同比增长21.6%；

销售整车42.05万辆，同比增长18.9%。

广汽集团1月生产汽车19.18万辆，同比增长39%；销售汽

车21.73万辆，较上年同期增长23.29%。乘用车方面，广汽集团

该月轿车、MPV、SUV车型全面开花。 其中， 轿车销量达

93290辆，同比增长10.98%；MPV销量为15088辆，同比增长

80.76%；SUV销量达10.87万辆，同比增长29.85%。

长安汽车1月汽车产量为22.66万辆，同比增长82.85%；销

量为25.2万辆，同比增长87.24%。

比亚迪1月实现汽车产量47618辆， 比上年同期增长

87.27%；完成销量42401辆，同比增长68.44%%。

奇瑞集团1月份实销汽车97060辆，同比增长80.2%。奇瑞

集团表示，旗下奇瑞瑞虎8系列、艾瑞泽系列、奇瑞控股捷途系

列继续坐镇“万辆俱乐部” 。

上汽通用五菱1月整体销量达15.91万辆，同比增长45%。

上汽通用五菱连续10个月销量同比增长。

相关合资品牌表现优异。 例如，一汽-大众三大品牌1月

累计终端销售24.16万辆（含进口车），同比增长27.7%。其中，

大众品牌销售14.05万辆， 同比增长25.4%； 奥迪品牌销售

86888辆（含进口车），同比增长35.8%，创历史最高纪录；捷

达品牌销售14200辆，同比增长8%。

新能源汽车市场延续2020年下半年以来的强势。

比亚迪 1月新能源汽车产量为 22393辆， 同比增长

205.16%；销量为20178辆，同比增长182.88%。 在造车新势力

中，蔚来1月交付新车7225辆，同比增长352.1%，连续6个月创

单月交付数新高； 小鹏汽车1月总交付6015辆， 同比增长

470%，连续7个月同比翻番，连续三个月创历史最好交付成

绩；理想ONE在1月交付5379辆，同比增长355.8%。

根据乘联会发布的报告，1月前两周乘用车零售数量同

比下降，后两周实现同比较大幅度增长，第三周和第四周同比

分别增长35%和168%。

对于1月汽车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的原因， 业内人士

表示，汽车消费信心逐步恢复，而疫情使得2020年1月汽车销

量基数较低。

乘联会指出，“就地过年” 举措将给县乡车市带来一定

影响。

卡车市场强势

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新基建” 项目陆续启动、

环保升级加快推动老旧柴油货车报废更新，加之防疫物资、电

商行业的运输需求扩大和高速公路减免通行费用等因素综合

作用，有力促进了商用车市场增长。 今年1月，商用车市场延

续强势增长态势。

卡车市场表现抢眼。 第一商用车网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1月，我国重卡市场预计销售各类车型18.9万辆（开票

数口径），同比大幅增长62%。 这意味着2021年开年就刷新

了重卡市场1月销量历史纪录， 且重卡市场连续十个月刷新

纪录。

一汽解放披露的数据显示， 公司1月产量合计46283辆，

同比增长57.03%； 实现销量79082辆， 比上年同期增长

27.87%。 其中， 重卡和中卡销量同比分别增长33.68%和

47.85%。 一汽解放在国内重卡市场地位仍然稳固。

江铃汽车披露的数据显示，1月卡车销量为9511辆，同比

增长84.21%。 福田汽车1月重卡、 中卡和轻卡销量分别为

12439辆、7908辆和37008辆，同比分别增长39.58%、139.35%

和47.41%。

兴业证券表示，下半年国六升级会增加购置成本，大部分

车企采取了“决战上半年” 的竞争策略，铺货与促销力度加

大；同时，国三排放淘汰政策及超载治理持续推进。

今年市场相对乐观

近期不少车企召开相关工作会议， 介绍了2021年工作

计划。 通过梳理公开信息，可以感受到车企对今年车市信心

较强。

业内人士指出，疫情仍在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

因素，汽车行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 总体看，全行业对2021

年市场保持相对乐观。

日前召开的中国一汽暨红旗品牌新闻年会透露，2021年

中国一汽计划销售整车超过400万辆，同比增长7.9%以上；其

中，销售新能源整车超过20万辆，同比增长300%以上；红旗

销售40万辆，同比增长100%；实现营业收入7700亿元，同比

增长10.6%以上。 经营效益同步增长，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提

升，为“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2021年，广汽集团将围绕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十四

五” 发展规划，统筹推动“稳增长、提业绩、严对标、保供应、强

自主、谋发展、育品牌” 七大行动，全年自主品牌计划推出两

款全新车型、一款换代车型及多款改款车型，公司将挑战全年

汽车销量同比增长10%的目标。

东风公司表示，2021年经营主要目标为销量跑赢大市，

挑战385万辆， 经营保持高质量。 公司将进一步抢抓市场机

遇，加快改革创新，强化基础管理，强化战略落地，强化资源协

同，强化内部挖潜。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指出，从汽车行业发展趋势看，伴随经

济稳定回升，消费需求将加快恢复，中国汽车市场潜力依然巨

大。中国汽车市场2021年将实现恢复性正增长。其中，汽车销

量有望超过2600万辆，同比增长4%；新能源汽车销量有望达

到180万辆，同比增长40%。

打造MIH开放平台

鸿海科技发力电动车产业

●本报记者 金一丹

鸿海科技集团（简称“鸿海科技” ）董事长

刘扬伟近日表示，集团积极投入“电动车、数字

健康、机器人” 三大新兴产业及“人工智能、半

导体、新世代移动通讯” 三项新技术，从“劳力

密集” 向“脑力密集” 转型。

刘扬伟表示，三大产业中电动车是重中之

重， 将构建MIH联盟为业界提供开放平台，打

造全新的电动汽车产业供应链。

重塑产业生态

鸿海科技近日宣布，公司在建的电动车开

放平台MIH，通过开放技术规格，邀请各界伙

伴加入，共同建构电动车软件、硬件与零组件的

生态系统。

据了解，MIH平台具有四大特色： 一是模

组化、弹性化、定制化，二是轻量化与一体成型，

三是EEA架构，四是自动驾驶技术。

通过MIH平台，轴距、轮距、底盘悬吊等可

依据客户需求弹性匹配，涵盖从B级到E级的主

流车型。 模组化的关键零组件可随着技术演进

得到升级、更新与扩充。

轻量一体成型方面，MIH实现了前悬吊塔

与后大梁的一体式轻量化设计，消除钣金搭接

的公差，使得轮胎入力传递线性化，给予消费者

较高的操控安定感并降低路面噪音。

EEA架构方面，传统平台设计开发强调底

盘与动力在平台架构上的匹配，而EEA架构相

当于智慧运输生态的大脑、神经网络，可实现车

内机械和电子结构无缝衔接。

自动驾驶技术方面，鸿海科技主要通过载

具平台与应用生态链协同实现。 其中，载具平

台具备高精度动态控制；应用生态链具备扩充

性、替换性。 鸿海科技表示，未来汽车产业可通

过‘软件定义’ 持续更新升级。 ‘软硬分离分

层’ 的架构将大大缩短传统的垂直开发周期。

同时，开放平台的关键技术和工具将降低产业

进入门槛。

构建MIH联盟

刘扬伟表示，MIH联盟将给业界提供开放

的底盘平台， 打造全新的电动车产业供应链。

目前MIH联盟已经得到多家厂商响应，包括多

家国际知名企业。 其于1月末推出的EV� Kit

（电动车开发者工具平台） 将在今年2

月开放全球开发者预定。

资料显示，EV� Kit是一款

电动车开放平台， 主打用户群体为量产能力有

限的创业公司， 以及可能选择部分模块委外的

传统车厂。

鸿海科技表示， 通过开放式的通信协议

以及采用线控驱动技术， 为自动驾驶生态链

从业者提供便捷的操控平台， 可缩短系统开

发者设计和功能确认的时间， 建立丰富的产

业生态圈。

鸿华先进副董事长左自生此前表示，EV�

Kit的核心是让做电动车关键零组件的厂商，可

以用平台进行测试验证。比如，生产自动驾驶汽

车控制元件的厂商需要对车辆进行调校测试，

但购买成品汽车进行测试非常昂贵。而EV� Kit

可以让客户自由打造要测试的环境。

据悉， 鸿华先进是MIH联盟创始会员之

一，并为联盟提供电动车平台，由鸿海科技与裕

隆合资创立。 其中，鸿海科技持有51%股份。

在汽车领域动作频繁

富士康科技集团网站资料显示， 鸿海科技

集团是富士康的母公司。

2015年富士康携手和谐汽车、腾讯签订了

《互联网+智能电动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2020年1月， 富士康宣布将与菲亚特克莱斯勒

汽车（FCA）签署合作协议，未来将设立合资

企业，专注于开发及生产纯电动汽车，并进一步

经营车联网业务。

伴随新能源车行业的火热， 富士康在汽车

领域近期动作频繁。 2021年1月，富士康出手解

救陷入困局的拜腾汽车。据悉，拜腾汽车与富士

康、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合力推进拜腾新能源整车产品量产。发挥各

自优势，力争在2022年一季度前实现拜腾首款

新能源汽车整车量产。

天眼查显示，2021年1月12日，南京富腾新

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由富士康关联公

司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南京富腾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约

3.23亿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包括汽车零部件研

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等。

1月13日， 富士康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

司，为全球汽车及出行企业提供代工生产及定

制顾问服务，包括汽车整车或零部件、智能控

制系统、汽车生态系统和电动车全产业链全流

程等。

值得注意的是，富士康的大客户苹果也在研

发汽车。 旭日大数据董事长孙燕飚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富士康在汽车领域布局已久。 富士康

是苹果iPhone手机最大代工厂。如果苹果公司跨

界造车， 不排除富士康参与代工的

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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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车市迎来“开门红” 。

中汽协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月我国汽

车行业销量预计完成254万辆，同比增长31.9%。 其

中，乘用车销量预计完成207万辆，同比增长28.4%；

商用车销量预计完成48万辆，同比增长50.1%。

车市迎“开门红”

1月汽车销量同比预增逾三成

●本报记者 宋维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