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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销量14.4万辆，同比增长23%

广汽三菱：今年销量要增20%以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斯君）

“销量

超去年、增速超行业、增幅超预期。”1 月

12 日， 广汽三菱在深圳对外发布了

2018 年的成绩单：全年销量 144018 辆，

同比增长 23%，累计销量突破 40 万辆，

成为 2018 年车市中为数不多的“上涨

派”之一。 对于 2019 年，广汽三菱制定

了销量增长 20%以上的“小目标”，并力

争到 2020 年当年产销突破 30 万辆。 渠

道布局方面，全国销售服务店从现在的

353 家拓展到 400 家。

高销量源于 SUV产品

当下汽车消费市场正面临着全面

升级， 为适应消费群体与技术的更新，

广汽三菱也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完善产

品布局。 从产品矩阵来看，广汽三菱旗

下产品均为市场接受度很高的 SUV 产

品，有奕歌、欧蓝德、劲炫、帕杰罗以及

新能源 SUV 祺智 PHEV 和祺智 EV 等

6 款车型。

2018年四季度， 为迎合不断年轻

化的市场， 广汽三菱引进了三菱汽车

百年战略车型紧凑型 SUV 奕歌。 凭借

着全新设计语言、 越级智能安全和领

先驾控性能等优势， 奕歌上市当天更

是实现 18 秒售出 1000 台的成绩。 随

着这位“潜力股” 的到来， 广汽三菱

也将强势开启品牌年轻化升级的全新

局面。

作为广汽三菱最为人熟悉的“明

星车型”， 中型 SUV 欧蓝德自上市以

来已收获超过 20 万车主的青睐， 是广

汽三菱傲立于 SUV 市场的中坚力量。

2018 年， 广汽三菱推出了涵盖 16 项全

新配置升级的新欧蓝德。

面向未来新能源趋势， 广汽三菱

持续践行“新能源战略”， 先后推出了

祺智 PHEV 和祺智 EV 两款市场反响

不俗的新能源车型， 满足消费者绿色

环保出行需求。

力争 2020年产销突破 30万辆

在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中，三菱发

动机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其稳定

性、燃效、动力等方面都有口皆碑。 广汽

三菱方面表示，深知创新是企业发展的

原动力，以发动机工厂正式投产、研发

中心及零部件产业园动工等事件为重

要节点，持续以“智造”为引领，将逐步

实现“以整车工厂为中心，发动机工厂

和研发中心为两翼，辐射周边汽车零部

件配套企业”的发展格局，在向完善的

全领域高端汽车企业突破与进化的过

程中，赋予企业更多升级动能。

为了进一步提升品牌竞争力，进一

步增强研发实力和降低运营成本，广汽

三菱发动机工厂于 2018 年正式投产，

计划一期年产能 20 万台， 将带动广汽

三菱由 13 万辆跃升至 30 万辆。 据悉，

广汽三菱力争到 2020 年实现当年产销

突破 30 万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斯

君）

“亚洲龙年轻前卫，有着自

身鲜明特色， 是一种值得被镜

头传播的腔调。 ”1 月 14 日，在

一汽丰田亚洲龙品鉴会活动

上，一汽丰田专业讲师、摄影师

张曦、 汽车造型设计专业“大

V”刘力墉，用专业的视角为在

场观众剖析亚洲龙的设计精

髓。

在互动交流部分， 中国顶

级时尚摄影师、 世界华人专业

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张曦率先开

场， 他携带自己镜头底下的亚

洲龙大片而来， 从专业摄影师

的审美角度解读亚洲龙细节设

计。 刘力墉则结合自己手绘的

亚洲龙作品， 从汽车设计的演

变史、 车辆造型设计要素等专

业角度解读亚洲龙的设计价值

与先进性。

“每一处设计都不是徒有

其表，而是深思熟虑的选择。 ”

一汽丰田讲师则从人机工程学

角度， 深入解析了亚洲龙在设

计上的人性化与实用性考量。

以最引人注目的大面积前脸造

型为例， 其背后的原理是大面

积左右贯穿式横格栅， 利于将

气流引向两侧的腮型贯通式风

道，以便降低前挡风阻和风噪。

此外， 优化的下格栅向外

扩宽， 是为了配合空气动力性

能，冷却前制动器；溜背式的车

身设计则既能更好地符合空气

动力学原理，减小风阻，也成就

了独特的锥形后 C 柱， 与侧窗

与包裹式的后挡风玻璃联结一

体，构成了透明感的内部空间。

细致观察尾部， 可以见到

其后保险杠后缘接板是微微上

扬的， 这种造型是为了控制向

车辆后方流动的气流， 防止其

出现分离， 以便降低空气阻力

系数 Cd 值，以提高燃油效率及

提升车辆操控的稳定性。

奇瑞汽车去年销量创历史新高

新能源车型销量同比增长 146%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斯君）

1月12号，奇

瑞汽车在芜湖和全国5个大区分会场、160多

个城市举办了数百场奇瑞家宴。 超过10万名车

主代表和全国各地的媒体参与，共同分享奇瑞

汽车在过去一年的收获，展望未来的规划。

销量创历史新高

2018年，奇瑞共销售了75.3万台，同比增

长11%，创造了历史新高。 其中，新能源实现

销售9.05万台，同比增长146%。奇瑞全新产品

瑞虎8、艾瑞泽GX上市后销量快速攀升，月销

量双双破万，瑞虎3x全年销量翻番。

“22年前，在芜湖，奇瑞汽车从零起步，一

路筚路蓝缕， 到现在逐步发展成为在全球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720万用户的国际化品

牌。”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在“家宴”致辞中

表示。 据悉，2018年，奇瑞汽车海外出口12.7

万辆，同比增长18%，连续16年位居中国乘用

车出口第一。目前，奇瑞的产品已经出口80多

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约140万辆。

活动现场， 奇瑞汽车造型副总兼全球首

席设计师Kevin Rice表示， 奇瑞的未来设计

格调是全球化。“未来奇瑞汽车的设计可以

和国际顶尖设计同台竞技， 让汽车不仅作为

一个日常交通工具，更能触动人心，让人们热

爱并渴望拥有。”在设计方面，依靠上海、芜湖

和正在筹建的欧洲三大设计中心的国际化设

计团队， 已经完成了从打磨品质到塑造品味

的转变， 并一步步向形成全球标准的设计能

力迈进。

未来两年计划推10款新产品

“汽车四化”趋势下，新能源、智能互联、

移动出行等将是汽车产业未来的重要业务发

展方向。 目前，奇瑞已经形成传统奇瑞、新能

源奇瑞、智能互联奇瑞、移动出行奇瑞、国际

奇瑞五大业务模块的发展布局。

据奇瑞方面介绍，未来两年，奇瑞计划推

出10款高颜值、高性能、高智能的全新产品；

未来五年，奇瑞会在传统汽车、智能互联、新

能源等核心领域实现239项新技术的突破和

应用， 为消费者带来更具科技感和未来感的

先进产品。

产品层面， 未来奇瑞将重点打造艾瑞泽

和瑞虎两大车系体验平台， 让用户全方位感

受奇瑞在性能、智能、互联、舒适、安全等方面

的综合实力；技术层面，奇瑞将通过奇瑞技术

体验营，以沉浸式、互动化的方式，直观感受

奇瑞科技描绘的未来出行场景； 生活方式层

面，奇瑞将建立“奇瑞生活圈”，构建面向全体

奇瑞车主的品质生活体验平台。

数

说

奇

瑞

汽

车

2
0
1
8

2018

年，奇瑞共销售了

75.3

万

台 ，同比增长

11%，

创造了历史新

高。 其中，新能源实现销售

9.05

万

台，同比增长

146%。

奇瑞全新产品

瑞虎

8

、艾瑞泽

GX

上市后销量快速

攀升，月销量双双破万，瑞虎

3x

全年

销量翻番。

2018

年 ， 奇瑞汽车 海 外 出 口

12.6993

万辆，同比增长

18%，

连

续

16

年位居中国乘用车出口第一 。

目前，奇瑞的产品已经出口

8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累计出口约

140

万辆

。

亚洲龙品鉴活动日前举行

一汽丰田讲师解析

亚洲龙设计理念

奕歌去年曾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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