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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省经信委了解到，受益于本地
车企近期推出多款热销车型等原因，今年湖南汽
车产量有望突破100万辆大关，实现50%以上的
大增长。作为我省新兴战略产业，近年湖南汽车
制造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表现为产能、产值大
幅提升，著名品牌增多。

然而，在国内整体车市已步入微增长的新常
态下，如何抓住当下SUV热潮，顺应新能源、自动
驾驶趋势，是未来湖南汽车产业实现突破发展的
关键。 ■记者 胡锐

产能产值大幅提升 产业链日趋完整

增长50%，湖南产汽车今年或破百万

日前，中汽协公布，今年8
月我国汽车销售207.10万辆，环
比增长11.83%， 比去年8月的
166.45万辆增长24.22%， 创下
2013年1月以来同比增速最高
值。业内分析，这次增速之所以
能创新高， 除了与去年同期基
数较低有关外， 更多的是因市
场推出不少高性价比的新车带
动了销量。此外，部分地区公车
改革及经销商的促销活动多，
也是今年8月车市火热的原因

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8月的

汽车销量甚至还超过了产量
（199.05万辆），使得车企库存大
幅减少。数据显示，车企8月库存
增长率为-5.9%。同时，汽车经
销商的库存压力也相应缓解，
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2016
年8月的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
预警指数为49.1%，不仅是继7月
后的再次位于警戒线以下，还
比7月下降0.4个百分点。

9月14日，我省首个智能网
联测试区———湖南湘江新区智
能网联测试区（一期）PPP项目
在长沙市岳麓区开工建设，预
计2017年3月可达到工信部验
收要求。 这标志着长沙明天就
可以体验到无人驾驶。据了解，
该项目总投资约18.96亿元，占
地规模约1000亩， 重点突出测
试区越野性的驾驶体验， 主要
分为管理研发与调试区、 特种
车辆无人战车越野测试区、模
拟高速公路测试区、 乡村道路
测试区、城市道路测试区等。

湖南汽车产业除了已开启
自动驾驶征程外， 在SUV领域
更是早就迈出步伐。 株洲产的

北汽X25、 长沙产的国产自由
光、 长沙产的欧蓝德等一系列
本地近期上市的车型都属于
SUV， 而且收到了非常不错的
市场反馈。

在新能源汽车制造上，目
前湖南已汇集比亚迪、 众泰、
北汽、梅花汽车等一批国内优
秀的车企。 其中早在15年前，
中车时代电动就开始从事新
能源汽车动力系统研发，在今
年5月的2016北京国际道路运
输、城市公交车辆及零部件展
览会上，还斩获最佳新能源客
车奖、最佳新能源客车零部件
奖、最佳车联网服务平台奖三
个大奖。

在国内整体车市都已进入微
增长的新常态下， 湖南自然不能
独善其身。 如何在新常态下寻求
突破，SUV、新能源及自动驾驶被
认为是突破的方向。

中汽协数据显示， 国内SUV
市场销量自2007年进入高速增长
后， 已持续9年平均增长率达
46%。 今年8月， 国内SUV销售
65.41万辆， 同比继续保持了
43.86%的高增长率。而截至2016
年前7月，国内SUV在乘用车销量
中的占比也从2011年的10%提高
到40%。

前日， 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徐
长明仍认为， 中国SUV在未来两
年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 直到市
场份额达到51%以上。对此，王雪
安等业内人士也有类似观点。

在遭遇骗补贴风暴后， 以及
国家新一轮补贴政策还未出台
前， 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虽受到
一定影响，但也保持着较快增长。
今年8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4.2
万辆和3.8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81.5%和92.2%；1-8月新能源汽
车产销25.8万辆和24.5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111.0%和115.6%。这足
以说明新能源汽车已成为未来汽
车发展的新机遇。

另外， 自动驾驶也正成为汽
车发展的新趋势。 据科技市场调
研机构 IHS�Automotive预测，
2050年前， 不管是商业汽车还是
私人汽车，几乎都是无人驾驶。据
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全世
界每年约有130万人因道路交通
事故而丧生。其中，约90%的交通
事故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此外，
自动化车辆在交通拥堵时亦能轻
松驾驶，并可缩短行程时间，降低
耗油量。

目前，不仅有大型跨国车企、
高端品牌已进军自动驾驶领域，一
些并没那么出名的中低端品牌也
开始紧跟其后。而且自动驾驶概念
在消费者眼里也并没那么神奇了，
因为一般的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已
装配到从奔驰、宝马等高端车到一
般的合资及自主品牌车上了。

8月26日，广汽三菱国产全新“欧蓝德”在长沙工厂总装车间正式下线。 记者 范远志 摄

随着全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 国内传统车市增速放缓，
湖南亦如此。据湖南省统计局
数据，去年全省汽车整车产量
63.6万辆，仅实现2.2%的微增
长。据相关人士介绍，去年湘
车制造出现低增长率，与高速
板车通行受限有较大关系，但
我省汽车制造增速出现明显
下降却并非从去年才显现。

2008年至2013年， 湖南
汽车制造业发展迅猛，2013年
全省汽车制造业增加值增速
高达28.6％， 达到峰值。2014
年，增速就开始放缓，增加值
实现同比增长18.1％。 “工业
品出厂价下降，但生产要素成
本上升。” 湖南汽车商会会长
马湘滨告诉记者，在增速下滑
的背后，我省汽车制造正面临
着两头夹击的压力。

去年以来，由于融资成本
高、 劳动力成本上涨等因素，
我省汽车制造企业成本不断

攀升。以2015年前三季度的数
据为例，全省汽车制造业利息
支出 4.69亿元 ， 同比增长
24.7％， 比上一年同期提高
16.4个百分点。而该期间的人
工费价格同比上涨9.4％，高
于汽车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
增速4个百分点。 今年这一现
象并未得到好转。

与此同时， 国内外汽车消
费需求有所减缓。 比如我省消
费者对汽车的需求， 已从第一
辆家用车的刚性需求， 转向换
车、 甚至是第二辆车的弹性需
求。去年1月至10月，全省限额
以上法人批发零售业中， 汽车
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3.3％，
较上年同期下降2.6个百分点。
此外， 受汇率以及大宗产品和
石油价格下降的影响， 国际市
场整体需求明显减弱， 去年前
10月，我省汽车制造业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7.3％，增速较上
年同期下降20.4个百分点。

今年前7月， 湖南汽车制
造在全省规模工业中表现十
分抢眼 ， 同比增加值实现
34.5%的增长。“今年我省汽车
产量很可能突破100万辆。”省
经信委调研员邓永进告诉记
者，主要原因是本地车企的产
能得到大幅提高，及近期下线
了多款畅销车型。

去年5月， 上海大众长沙
工厂正式投产，并成功下线第
一辆汽车朗逸。这款车从出世
起就因销量高居不下，而一直
享有国内神车的称号。今年上
半年，朗逸再次排名国内轿车
销量的榜首，而且甩第二名甚
远。毫无疑问，也有效促进了
本省汽车产销增长。

去年7月， 北汽株洲第一
辆纯新能源汽车EV200成功
下线，且在当日就与株洲公交
公司签订新能源汽车购置协
议和新能源汽车推广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并当即成交200
台新能源汽车作为出租车。去
年9月， 北汽股份公司北汽绅
宝X25下线，并在上市后三个
月实现月销量破万。北汽株洲
党群部朱祺君向记者介绍，他
们马上还要下线一款全新的
MPV， 而且现在基本处于满
负荷生产，成为北汽集团自主

品牌的生产主力军。
去年11月，作为广汽菲克

成立后推出的第一款车型
jeep自由光正式上市，随即全
国热销。目前该款车月均销量
已超8000台，跻身20万-30万
元价位区间5座合资SUV销量
的前三甲。此外，广汽三菱的
欧蓝德也于今年上市。

“接下来， 本地车企即将
迎来订单潮。” 湖南省汽车商
会秘书长王雪安告诉记者，随
着汽车市场进入“金九银十”市
场旺季阶段，市场需求回升，拥
有不少热销车型的本地车企也
将有望迎来产销的新高。 数据
显示， 去年我省汽车产量63.6
万辆， 若今年全省汽车产量实
现100万辆， 那将同比产量增
长幅度将达50%以上。

湖南汽车产业虽然起步
晚，底子薄，但在近几年里表
现出非凡的成绩，具体表现为
产能、产值大幅提升，著名汽
车企业增多， 车型越来越丰
富。 如今湖南已汇聚上海大
众、 广汽三菱、 广汽菲克、北
汽、吉利、比亚迪、众泰、中车
时代、博世等一大批整车及零
部件汽车企业，形成了以整车
制造企业为龙头、多零部件制
造企业相配套的完整产业链。

【原因】 本地车企产能大幅提高

【市场】 汽车业进入微增长新常态

【突破】
SUV、新能源车成机遇

SUV、新能源，湖南紧跟风口

数字

8月车市增速创新高，库存下降

观点

汽车后市场最缺什么?供应链管理!�

在2014年和2015年的资本
蜂拥之后， 汽车后市场的O2O
模式正经历严峻考验， 相关投
资正进入“寒冬”。“现在处于最
低谷阶段， 还有很多人在里面
‘游’，但是能‘游’多久，都不知
道。”广东省汽车用品商会会长

潘劲松说。
记者注意到，在汽车后市

场O2O接下来的惨烈竞争中，
仅仅只有资金盲目进场并不
被业内看好，其更看重的是有
供应链等资源优势与资本结
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