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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品牌西进扩产

春节过后! 合资品牌新增产能的消息不

断" 据了解!一汽
#

大众将在武汉建立其在华

的第五家工厂!产能
"$

万辆!前期投入约
%$

亿元!生产车型为自主品牌#开利$以及即将打

入中国市场的一汽
&

大众
'()

%

目前有消息称神龙公司第四工厂已被提

上日程!新工厂有望落户成都"

尽管对于产能扩张的消息!各品牌企业均

保持沉默! 但盖世汽车网
*+,

陈文凯认为!

车企西进是大势所趋!&中国汽车市场目前的

高速增长更多是依赖中西部市场的潜力!这也

让制造业企业开始向西部转移!带来车市相对

正增长$%

据了解!

-./0

年中国汽车市场出乎意料

的增长!坚定了跨国车企的投资计划% 中汽协

公布的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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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国汽车实现产销

--//1"%

万辆和
-/2%34/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45%6

和
/0526

% 其中一汽
#

大众
-./0

年终端

销量超过
/".

万辆!同比增长
/7546

!取得新

的历史突破'神龙汽车首次销量突破
88

万辆!

以同比增长超过
-86

的业绩收官%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认为! 从目前来看!各

家车企今年的增长计划都有所收紧!一方面是

对今年车市增长的不确定'另一方面也是因产

能的原因受到限制%根据此前各大车企公布的

产能! 目前一汽
#

大众的产能已达
/%.

万辆!

其今年的计划为
/%.

万辆!产能利用率已经接

近饱和% 神龙汽车对今年的目标设定为
"8

万

辆!目前三家工厂累计产能仅为
".

万辆!显然

新工厂的建设计划为神龙公司提出的&三年倍

增计划$! 到
-./8

年销量达到
%.

万辆以上的

目标提供了保障%

对此!贾新光认为!随着车企对中西部市

场的重视!目前以中西部市场为代表的二三线

城市汽车产业已经初具规模!这也让厂商新工

厂的建设开始向这些城市倾斜!成为市场新的

增长点%

跨国车企争抢桥头堡

事实上!近年来中西部城市已成为跨国车

企布局的重点% 中汽协提供的数据显示!西南

和西北地区经销商分布已从
-..%

年的
/4546

提升至
-./-

年的
/%5"6

! 一线城市的市场逐

渐饱和!引发汽车厂商对二三线城市市场潜力

的关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

员会会长王侠认为!西部汽车的发展前景非常

乐观!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拉动了西部汽车市场的

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在
--

个中西部省市中!由

于重庆(成都(武汉(长沙
4

个城市已建成了相

当规模的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基地!且当地汽车

市场消费潜力巨大!已成为车企眼中的新宠!

4

个城市对汽车项目的争夺也逐步升温%目前上

海通用正在武汉建设新工厂(上海大众在长沙

的总装厂已经动工(上汽通用五菱在重庆的第

三基地业已封顶(沃尔沃在中国的首家总装厂

也落户成都! 这还不包括长安福特重庆三工

厂(东风本田武汉二工厂等当地企业的扩产计

划%

业内预计!今年我国汽车产业总体产能增

长在
-..

万辆以上!中西部城市的产能有望达

到
/-.

万辆以上%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告诉

记者! 中汽协预测今年中国汽车销量将达到

-07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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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 比去年的销量增长
/7"

万
9--.

万辆!增长率为
%69/.6

!各跨国车企

的产能扩张计划也基本上与预测相吻合%

在一份武汉市的产能报告中记者看到!目

前武汉在建和已建成汽车总产能达
/0.

万辆!

加上最新落户的上海通用和其他车企!武汉汽

车总产能在&十二五$末期将达到
-..

万辆!雷

诺等跨国公司的新合资工厂也正在协商落户

武汉的事宜% 未来!武汉汽车总产能有望达到

0..

万辆%

师建华认为!目前我国仍处于汽车消费迅

速扩张阶段!随着一二线大城市对汽车限制条

件的增多!汽车的实际消费慢慢转移到了同样

具有巨大刚性需求的三四线城市中!而且中西

部城市消费潜力已经显现出来% 长期来看!中

国汽车市场的增长空间依旧很大%

三四线市场被蚕食

随着合资品牌在中西部市场的布局逐渐

完善! 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出现大幅下

滑% 去年在激烈的竞争中!自主品牌乘用车共

销售
7--5-

万辆!比上年增长
//546

!占乘用车

销售总量的
4.506

! 市场占有率比上年下降

/5"

个百分点! 继续呈现下降趋势% 师建华表

示!随着合资车及合资自主车型价格下探及渠

道网络下沉!首先就会割掉自主品牌原来的价

格优势!其次产品的质量(服务(品牌提升!对

自主品牌也是一个挑战%

实际上!自主品牌市场份额下滑!主要原

因是在中级和紧凑型轿车这个最大细分市场

中!未能抵抗住&合资向下$的攻势!而处于优

势的三四线市场渠道也逐渐被合资品牌所挤

压% 自主品牌在国内的市场可谓节节败退!从

二线城市退到三线城市!再退到四五线城市的

西部地区%

据悉!自主品牌在中西部市场一直存在区

域优势和价格优势% 在区域上!众多自主品牌

扎根西部!诸如东风汽车(长安汽车(力帆汽车

等!有着地理上的优势%同时在
/.

万元以下的

细分市场!自主品牌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有着

广泛的受众群体%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

秘书长罗磊认为!西部地区的汽车保有量在未

来
/.9/8

年内很难达到饱和状态!这也意味着

提前布局的自主品牌!在具备了与合资竞争的

实力后!依然有望打一场翻身仗%

尼尔森的最新报告显示!来自三四线城市

的消费者数目占到中国未来一年内计划购车

消费者总数的
"%6

% 同时!在这
"%6

的潜在消

费者中!初次购车人数高达
8"6

!这无疑为自

主品牌提供了更多的增长空间%

不过!全国乘用车联席会副秘书长崔东树

认为!尽管以往中西部等三四级市场是国内自

主品牌的主阵地!但近年来随着合资品牌及豪

华车品牌渠道的不断下探!车企竞相在中西部

扩建生产线!在众多政策引导以及市场需求导

向的共同作用之下!以中西部为代表的二三线

市场将成为合资品牌汽车企业在华未来发展

的重中之重!那里的竞争正变得越来越激烈%

市场格局恐生变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通过提前下沉至中西

部市场!让自主品牌有了喘息的机会!但并不

意味着可以轻松藉此翻身% 师建华认为!无论

是合资品牌还是豪华品牌! 都在渠道下沉!而

主流合资品牌更是频频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生

产基地!加大投资形成规模效应% 一旦合资品

牌布局完成!自主品牌也将面临&退无可退$的

难题%

记者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市场分会

提供的数据中发现!得益于对西部城市的渠道

下沉以及提前布局!去年长安汽车销售排名稳

居西部城市各大汽车交易市场的三强之列%然

而!随着各大合资品牌的战略西进!这一优势

已出现了逆转%在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新车销售

中!自主品牌新车利润贡献率曾一度高达
7.6

以上!而这两年实际的利润贡献率已降为不到

0.6

!市场份额也持续下滑!一些汽车交易市

场的车型排名已鲜有自主品牌的身影%

此外!有业内专家认为!合资车企热衷投

资中西部建厂!不仅是因为中西部市场的潜力

巨大!还有受到政策鼓励的因素%&去年
"

月实

施的 )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

*

-./0

年修订+,*简称)目录,+规定!为支持西

部地区发展!属于)目录,中的外商投资项目!

享受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优惠政策% $该专家

称!这种政策风向的改变!会进一步促使大众(

福特( 通用等跨国汽车巨头加大在华投资!以

中西部为代表的三四线市场也将成为汽车企

业未来在华发展的重中之重%

#从现有格局看!随着竞争的加剧!各路

车企在中西部城市迟早会进入短兵相接阶

段! 自主品牌在中西部市场的原有市场地位

将被撼动!曾经的自主品牌-多足鼎立.格局

可能会不复存在% $汽车市场专家苏晖对此表

示了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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