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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

上汽大众

上汽通用

吉利汽车

东风日产

长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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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记者 罗晓彤

近日，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

（以

下简称 “乘联会 ”）

公布，2020年12月乘

用车零售达到228.8万辆， 同比增长了

6.6%， 实现了连续6个月7%左右的近两

年最高增速。 2020年中国车市呈现出“V

型” 反转态势， 全年零售达到1928.8万

辆，同比下滑6.8%，较2020年1~11月的累

计降幅（-8.3%）收窄了1.5个百分点，行

业稳步回暖，在下半年保持在8%左右强

势增长态势。

对于2021年，乘联会表示，2021年1

月车市销量大增开门红是必然的结果，

同时预计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将

达150万辆。

德系

BBA

仍站稳豪车第一梯队

若分品牌类型来看，虽然12月批发

放缓暂时抑制零售增长，但消费升级的

高端换购需求仍旧旺盛，2020年12月豪

华车零售同比增长26%， 继续保持强势

增长特征。 结合各大豪华品牌披露的销

量情况来看，“德系BBA”仍然站稳豪华

车第一梯队。 其中2019年冠军宝马，在

2020年前三季销量落后奔驰1万辆情况

下，第三季度反超奔驰，全年在中国累

计销量为777379辆

（含

MINI

品牌车型，

同比增长

7.4%

）

， 以2997辆的略微优势

险胜奔驰，成功问鼎2020年中国豪车品

牌销冠；奔驰销量为774382辆

、同比增

长

11.7%夺得亚军； 奥迪则以726228辆、

同比增长5.4%的在华销量成绩夺得了

季军。

自主品牌方面，其在2020年12月实

现的零售同比增长了4%，环比11月增长

了10%； 而自主品牌的批发市场份额为

42.3%，较同期份额增长1.2%，但国内零

售份额39.5%，同比微降0.3个百分点。全

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

树认为， 自2020年4月开始出台的救市

政策利好行业，但因合资品牌和豪华品

牌恢复较快， 自主品牌在4~6月开始剧

烈下滑，而9~12月的自主品牌恢复也是

新能源车的贡献较大。

合资品牌方面，2020年12月主流合

资品牌零售同比增长5%，环比11月增长

了13%， 其中美系品牌市场零售份额达

到10%，同比增长2.7个百分点，表现超

强；日系品牌市场零售份额达23.5%，同

比增长2.5个百分点， 超越德系1.5个百

分点。 在乘联会披露的2020年全年乘用

车厂商销量TOP15的排行榜中，美系品

牌有1家入榜， 日系品牌有5家入榜，德

系品牌有4家入榜， 自主品牌有5家入

榜。

去年下半年新能源车强势增长

乘联会数据显示， 2020年新能源

车批发销量 117.0万辆 ， 同比增长

12.0%， 呈现下半年顽强反转的强势增

长特征； 2020年新能源车零售110.9万

辆， 同比增长9.8%， 呈现新能源车国

内外全面增长的良好表现。 其中2020

年12月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达到21.0

万辆， 同比增长53.6%， 环比11月增长

15.6%。 分类别来看， 2020年12月插电

混动销量3.4万辆， 同比增长111.7%，

而纯电动的批发销量为17.6万辆， 同比

增长45.9%。

2020年的新能源乘用车市场呈现

出多元化发力的态势，其中上汽通用五

菱、比亚迪、特斯拉中国、蔚来、理想、小

鹏、合众、广汽埃安等车企表现较为突

出。 在乘联会披露的2020年全年新能源

乘用车销量TOP10的排行榜中，特斯拉

Model 3

（年销

137459

辆）

、上汽通用五菱

宏光MINI

（年销

112758

辆）

、长城汽车欧

拉R1

（年销

46774

辆）

位列前三名。 而在

美上市的造车新势力中，蔚来2020年全

年累计交付43728辆，已实现连续9个月

同比翻番；理想汽车2020全年累计交付

32624辆， 并于12月刷新了理想ONE自

交付以来销量最好的月份记录；小鹏汽

车则在2020年全年累计交付27041辆，

同比增长112％，其第四季度交付量超过

三季度财报预期的近30％。

今年

1

月车市将迎开门红

乘联会指出， 由于春节因素2021

年1月有20个工作日， 较2020年1月增

加3个工作日， 叠加疫情的低基数 ，

2021年1月车市销量暴增开门红是必然

的结果。 记者了解到， 乘联会是基于

以下三大原因才做出“2021年1月销量

暴增” 的判断， 一是由于出口市场表

现超强， 国内大部分企业下半年效益

较好， 年末红包奖励等较大， 奠定节

前购车消费的基础； 二是经济持续回

暖， 居民消费信心和购买力恢复， 因

此对车市回暖起较强的推动作用； 三

是近期国外部分地区因疫情二次爆发

凶猛导致封城等措施的重新启动， 对

中国整车出口需求增加。

乘联会还对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

市场做出了预测，称2021年新能源补贴

与积分政策推动市场化高增长， 预计

2021年新能源乘用车销量达150万辆，

市场化的增量成为主力。

“我希望2021年可以实现车市规模

进一步的回升，能达到8%~10%的增速，

后期能进入可持续增长的阶段。 ”崔东

树表示。

2020年中国一线豪车品牌销量排名揭晓

宝马销量险胜奔驰夺冠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王颖婷）

亏电油耗低至3.8L， 一箱油跑

1200公里， 且新车预售价才10万

多元，比亚迪是怎样做到的？ 这

得得益于比亚迪的DM-i超级混

动技术。 1月11日，比亚迪发布了

DM-i超级混动技术， 其搭载了

超级电混系统，是以电为主的混

动技术，具备快、省、静、顺、绿等

多重优势；亏电油耗低至3.8L/百

公里，可油可电综合续航里程突

破1200公里， 百公里加速时间比

同级别燃油车快2～3秒。 简单来

说，就是既能拥有无限接近纯电

动车驾驶体验，又没有续航和充

电的焦虑，取两者所长于一身。

DM-i超级混动发布即量

产， 比亚迪一口气发布了三款预

售车型， 分别为秦PLUS DM-i，

补贴后预售价格为10.78万元～

14.78万元 ， 宋 PLUS DM-i为

15.38万元～17.58万元， 唐 DM-i

为19.78万元～22.48万元。

不同于传统混动技术主要依

赖发动机、以油为主的设计架构，

DM-i超级混动是基于超级电混

系统，以电为主的混动技术，从而

大幅降低了油耗， 其核心部件和

关键技术完全由比亚迪自主研

发。 同时，DM-i超级混动车型还

提供交流慢充和直流快充两种补

电方式， 充电的便利性与纯电动

车无异。

一箱油可以跑1200公里

比亚迪发布以电为主的DM-i超级混动

电量充足时 ，

DM-i

超级混动车型就是一台纯电动

车；电量不足时，其就是一台超低油耗的混合动力车。

车企供图

宝马问鼎

2020

年中国

豪车品牌销量冠军 。 图为

新款宝马

X4

。 车企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