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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车势必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各种政策
促进了新能源车的发展。
但是， 仅靠吃政策饭，新
能源车恐怕跑不快、开不
远。

目前新能源车的发
展主要存在两大瓶颈。一
是价格太贵，一般新能源
车其售价超过了20万元，
而与档次相当的汽油车
售价才几万元。 对此，消

费者都会算笔账， 扣除政
策的补贴政策， 还会多出
10万元， 用来烧油比新能
源车划算。 二是续航里程
不如传统动力汽车， 且在
外充电不如加油方便。

因此， 在政策春风吹
拂之下， 新能源车依然任
重道远。 而对于汽车厂家
来说， 如何突破新能源车
发展的瓶颈， 不能光靠政
策，更多地还是靠自己。

新能源补贴政策或将年底出台
新能源汽车湖南市场未真正启动

最近， 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厂商来说，
可谓好消息不断：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
汽车销售20477辆，同比增长2.2倍；从9月
1日新能源汽车将免收购置税； 国家机关
事务管理局、 财政部等联合公布方案，明
确政府机关和公共机构公务用车“新能源
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然而， 湖南新能源的汽车市场显得尴
尬。多款新能源车在湖南并不能直接购买，
新能源车在长沙的销售还没有真正启动。
有业内人士估计，最乐观的预期是，明年长
沙迎来新能源汽车销售的第一个旺季。

国家新能源车补贴政
策早已出台，地方政府的补
贴政策却大多数至今尚未
“落地”。截至目前，仅北京、
上海、苏州、合肥、西安、长
春、天津等试点城市出台补
贴方案。

长沙的新能源车补贴
政策其实早已在酝酿中，可
就是迟迟未能出台。去年11
月，长株潭地区出现在国家
新一轮新能源车推广应用
试点名单时，有关部门就透
露，长沙的补贴政策正在研
究中。

6月4日湖南省经信委
表示，湖南省拟将出台《湖
南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实施意见》， 到2015年，长
株潭城市群推广应用新能
源汽车将达6100辆。 推广
应用的重点在公交车、公
用车、 公务用车等公共服
务领域， 并积极引导社会
车辆推广应用。同时，对符
合国家补贴条件和国家政
策确定的车型，将给予相应
财政补贴。

记者从湖南汽车行业协
会了解到，湖南省新能源车的
补贴政策和充电桩布局规划
正在讨论，今年年底前可以正
式落地。 ■记者杨刚

市场：叫好不叫买

“新能源车虽然增长迅速，但在湖南没
有太多的贡献。”业内人士表示。记者也从
长沙多家4S店了解，北汽、江淮、上汽荣威
等多家量产新能源车，在长沙没有销售。荣
威E50长沙暂时不能购买， 需要等到年底
才能上货；北汽E150EV，长沙暂时没有供
车计划；江淮和悦IEV，需要到安徽才能购
买……目前， 长沙可以购买的新能源车有
比亚迪秦和E6。

比亚迪河西天达4S店的负责人说，看
的人比较多， 但成交比较少。“主要是因为
地方补贴力度不明确，消费者有顾虑。”

湖南目前有60余台比亚迪新能源汽
车，但全部来自深圳。比亚迪湖南区域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主要是深圳新能源汽车提供
与国家1:1的补贴政策， 一辆秦可享受的政
府节能补贴总额是6.65万元，以原价为18.98
万元的自动尊贵型为例，消费者在深圳购买
只需花费12.33万元， 但在没有补贴政策的
长沙，消费者需全额买单。

政策：年底或将出台

不能只吃政策饭 启辰晨风
预计上市时间:今年9月
预计售价:28万元
新能源类型:纯电动

宝马i8
预计上市时间:今年9月
预计售价:160万元起
新能源类型:插电式混合动力

腾势
预计上市时间:今年9月正式销售
售价:36.9万元
新能源类型:纯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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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上半年东风日产品牌汽车消费研究(上)
上半年销量 47.7万辆，同比增长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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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在车市竞争激烈、国内整体经济增长普遍放缓的背
景下，东风日产依然向更高的销量目标———110万辆发起了冲击。

如今棋行中盘，东风日产业绩斐然。上半年，东风日产双
品牌全车系累计销量 47.7 万辆，同比增长 21%，月均销量近
8万辆， 继续稳居国内车企第一集团军， 并且以 37.9%的 J3
市占率（南北丰田:34%，南北本田:28.1%），在中国市场保持
“一家车企领跑丰田、本田两大日系品牌”的胜利姿态。

近日，东风日产根据上半年的销售和服务数据，内部发
布《2014 年上半年东风日产品牌汽车消费研究》报告，以更
好地把握一线市场最真实的消费需求、洞察下半年市场的发
展趋势，为下半年继续冲击 110万销量目标做好充足准备。

在年轻消费群体增长的
同时，女性购车者的数量也在
不断上升。 上半年， 有超过
11.7 万名女性消费者购买了
东风日产车型，占整体销量的
24.6%。 对于女性消费者而言，
主打“家庭”的轩逸以及彰显
个性时尚的新骐达、逍客则更
容易打动她们的“芳心”。

与此同时，一向快人一步
的东风日产也全面开启了营
销层面年轻化的新篇章。 从借
助黄晓明对年轻消费者的影
响力，到赞助《我是歌手 2》官
方指定用车、赞助世界杯《豪
门盛宴》等备受年轻人喜爱的
节目，东风日产以贴合年轻人
喜好的方式， 吸引了广泛关
注，积聚了大量人气。

而在下半年，东风日产还
将推出针对年轻群体的时尚
新车———启辰 R30，以及走在
时代潮流前沿的启辰晨风电
动车。 同时，针对互联网和年
轻购车群体的个性化营销也
会陆续推出。

此外，东风日产还将奠基先
进车辆工程中心，完善自主研发
的软硬件配套设施。 建成后，该
中心将会针对中国当下新生代
消费群体最真实的需求进行研
发设计，并将其成果运用在未来
导入的NISSAN品牌部分车型
以及启辰所有新车上。

一、热销车型：轩逸独领风骚，
奇骏异军突起，天籁稳中有进。

上半年，东风日产多款产
品在市场上掀起了销售热潮。
其中，奇骏、天籁、轩逸三大王
牌车型强势增长 ， 贡献了
NISSAN品牌近 6成的销量。

在竞争尤为激烈的中级
车市场上，轩逸以出色的产品
性能和良好的用户口碑，从新
卡罗拉、雷凌等对手的夹击中
成功突围， 半年取得 14.5 万
辆的成绩， 同比增幅近 30%，
继续稳居国内乘用车销量排
行 TOP�10，独领风骚。

而在今年 3 月全新换代
的奇骏，则以“黑马之姿”成
为上半年东风日产最大的销
量增长点。 上市仅 4 个月，新
奇骏的单月均销量就已突破
1.1 万辆，热卖全国，供不应

求。 和构成东风日产 SUV 双
子星的逍客一起， 以月均销
量突破 2 万的姿态， 成为中
国 SUV 细分市场上不可小
觑的实力派。

与奇骏同为东风日产“双
旗舰”之一的天籁品牌，在上
半年的表现可以称得上“稳中
有进”， 单月销量保持在 1 万
辆左右，同比增长 33.6%。 值
得一提的是，当同为中高级车
竞争对手的凯美瑞、雅阁在大
打价格战的时候，天籁一方面
在均衡消费者需求和经销商
收益后保持了较为稳定的市
场价格， 另一方面通过携手
“明星公民”、“我是歌手 2”、
“豪门盛宴”等公益、娱乐、体
育项目，进一步提升品牌含金
量，实现了“产品保值”和“品
牌升值”。

二、消费人群：东风日产拥抱年轻化。

汽车消费年轻化已成大势。 数据显示，2014年上半年，东风日产卖出的 47.7万辆汽
车中，有超过 17万辆交到了 80后年轻消费者的手上，占比高达 36%。尤其是在消费理念
前卫的广州、佛山、深圳等 10个城市，其 80后年轻消费者的占比超过全国的 1/4。

上半年，新轩逸凭借出众的产品力，满足了逐渐成家立业的 80后年轻家庭对“款待家人”
的情感诉求，问鼎上半年“最受80后年轻人欢迎”的东风日产车型。 而源自于欧洲时尚设计的
新骐达、全面强化操控性能并搭载了先进人性化智能科技的天籁，则分列第二、第三。

延伸

新能源汽车飞入寻常百姓家需等政策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