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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营销Marketing

2020 年美国消费电子展（CES）日前在

拉斯维加斯举行，有约 1000 家中国企业参

展。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技术产业盛会之

一，CES 被看作国际消费电子领域的“风向

标”。中国企业在本届展会上展示了 5G、人

工智能、智能家居、电动车等领域的诸多创

新技术和产品，呈现出“中国制造”向“中国

智造”升级的迅猛势头。

虽然受过去一年多以来全球经贸环境

复杂局面影响，今年参展中国企业的数量和

展位面积较去年略有下降，但 TCL、联想、长

虹、大疆、拜腾、海尔、海信、华为、康佳等众

多知名中国企业依然以强大阵容亮相，在这

个全球科技领域的“开年大戏”上向国际客

商展示了不同领域的创新产品。

5G 领域，TCL、酷派等企业推出了品牌

首款 5G 智能手机，联想发布了全球首款 5G

个人电脑，首次将 5G 连接功能从智能手机

领域拓展到了高端计算机领域。

高清电视领域，中国企业在 CES 展会上

展示的各种炫酷屏幕不断刷新人们的视听

享受体验，例如海信的卷曲屏幕激光电视、

创维的 4.6 毫米超薄机身自发光壁纸电视、

TCL 的 8K 量子点技术显示器（QLED）电视

等。除了升级屏幕显示技术，中国老牌电视

企业还从电视造型、内容互动等角度创新。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策划

中心总经理秦建军告诉记者，长虹此次展示

的艺术电视系列产品可以根据播放内容格

式自动旋转电视屏幕、调节色彩。具体来说，

这款电视除了可以用流畅自然的方式显示

传统水平格式的电视内容外，在利用电视播

放手机内容时，电视机还能自动旋转成竖

屏，这样可以用它横屏看电视，竖屏看“手

机”。

自动驾驶是此次 CES 的亮点之一。中国

智能电动车企业拜腾携电动运动型多用途

车（SUV）M-Byte 亮相，它搭载的 48 英寸全

屏是迄今最大尺寸的量产车车载屏幕。

人工智能领域是今年展会上当仁不让

的焦点，被展会主办方称为引领其他技术变

革的“核心要素”。“中国智造”在这场“人工

智能秀”表现不俗，带来了机器人、AI 芯片、

翻译机、智能美妆仪、智能语音太阳镜等产

品，吸引了不少眼球。

曾在 2019 年展会上斩获 CES 创新奖的

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今年展示了其

在教育、医疗、公益、办公、翻译等领域一系

列最新科技产品及应用。该公司高级副总裁

段大为说，“我们希望通过参加 CES 把如何

用人工智能技术惠及民生、建设更美好世界

的经验分享给国际社会。”

北京小狗智能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开

发的能在室内外行走的物流机器人 Hachi
Delight，打通了从社区大门到单元楼宇大

门、再到用户家门口的“三道门”障碍，解决

社区配送“最后 500 米”的“痛点”，让社区

物流配送服务更加智能。公司首席执行官

曾华告诉记者，中国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广泛，数据丰富，这些优势推动中国人工智

能技术不断升级，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展会主办方美国消费技术协会在接受

新华社采访时表示，中国是 CES 最重要的国

际市场，众多中国企业在展会上塑造和展现

了自己的品牌，拓展了国际合作伙伴网络。

该协会主席加里·夏皮罗说，中国企业的创

新能力“与日俱增”。

(谭晶晶 高山 黄恒)

相同的目标，往往有不同的路径，而不

同的路径，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

同样是希望带领中国汽车品牌向上突破，领

克与星途就有了各自不同的选择。但对于消

费者而言，保持着一种购买更好的中国车的

愿望，如何选择就成了摆在面前的真正问

题。

星途 TX 与领克 01 就是这样两款有着

相同目标，但选择了截然不同发展路径的产

品。从诞生开始，领克 01 就是希望将自身与

时尚潮流紧密结合，成为一款真正受中国年

轻人喜爱的风潮之车。而同样是立志向上的

EXEED 星途品牌，则又完全不同，从品牌创

立之初，星途就立志成为中国汽车全新的高

端品牌。而品牌旗下的首款产品，TX/TXL就

是肩负以配置，以科技树立品牌豪华标签的

重任。

特点鲜明，本不应该处于竞争态势，但

互相进击对方的目标人群，则又完全不可避

免。所以，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将会不可避

免地进行比较。那么他们之间的优劣又体现

在何处呢？

外形，迥异的设计风格

整体来看，星途 TX/TXL 在外形设计上

原创度较高，且风格更偏重于大气精致，整

体非常契合国内购车者的审美喜好。前脸部

分运用了一个超级大尺寸的进气格栅，正中

间安放上英文的 logo，两边的镀铬饰条直接

与大灯进行连接，使整个车头更为大气。同

时，车身侧面的线条却显得非常简洁，相比

起前脸的霸道，车身侧面反而没有多余的设

计，从视觉感受上来看更为直接。

相比之下，领克 01 在设计上走了不同

的路线。从车头熏黑的进气格栅就能看出，

设计师想把整车风格推向更运动更时尚的

方向。上层的灯组看上去更像一辆跑车。同

时，在时尚中又加入了一些高端的设计元

素，整体来说更吸引年轻消费者。

当然，从侧身来看，领克 01 给人的感觉

并不是特别的流线，但却和其整体设计的圆

润敦厚的风格协调统一，原创性同样可见一

斑。车尾部分，领克 01 因发布较早，未采用

时下流行的贯穿式尾灯，但其尾部的设计依

然层次感分明，刹车灯的竖条状设计透露出

设计的巧思。

当然，汽车的设计，从来都见仁见智，对

于普通人来说，从美学角度来说并无优劣。但

显然更偏大气精致的星途 TX，与更偏运动潮

流的领克 01相比，其可以面对的适应人群显

然更宽泛一些，也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

配置，中国新高端品牌的制胜法宝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而在造车工艺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

汽车工业早已全面迎头追赶。而随着 5G 技

术的发展，中国汽车品牌在配置上，又或者

在科技化程度上，都已经走在了全球汽车工

业的前列。

在这一点上，领克 01 和星途 TX 显然都

做得很好，并且都走在了中国新高端汽车品

牌的前列。当然为了客观公平的比较，我们

以价格为维度，以两款车型在 15 万元左右

的产品为例。星途 TX/TXL全系标配了胎压

检测、电子档把、倒车影像、定速续航、上坡

辅助、10.25 英寸中控大屏、液晶仪表盘、自

动驻车、发动机启停、6 向电动座椅调节、全

LED 大灯组、自动分区空调、多功能方向盘、

远程启动以及 Lion 雄狮智云系统等近二十

余项高端配置。

而在相同价位区间上，领克 01 相较星

途 TX 则缺少了一些配置。但毋庸置疑的是，

其智能化程度同样领先。领克 01 全系标配

了 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显示效果细

腻，并且使用的 UI 比较新颖，并且标配了

GPS 导航、道路救援、语音控制、远程控制等

功能。当然很多功能还是基础性的智能装

备，但在当时推出时，这样的配置的确“吊

打”了很多主流合资车型。

性能，这次我选星途TX

当然，作为一款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不得不说的是发动机。关于这方面，这次我

想站星途。虽然从粗略的配置上来看，搭载

来自沃尔沃的 Driver-E 2.0T 发动机的领克

01 似乎确实更胜一筹。而星途 TX/TXL 所配

备的 1.6T 发动机显然看起来落后比较多，所

以，在性能上领克完胜了吗？

当你真正了解对比两者的参数，你会发

现，星途 TX/TXL 所搭载的这款刚刚荣膺“中

国心”十佳发动机的 1.6T 发动机，在动力参

数上与领克的 2.0T 完全不相上下，在功率上

甚至更领先了领克 01 7kW，达到了 197kW。

而在扭矩上也仅仅只差了 10Nm 而已。更重

要的是，星途 TX/TXL 所搭载的 7DCT 湿式

变速箱与领克 01 所搭载的 6AT 变速箱相

比，显然技术更为先进，传动效率、顿挫控制

等性能上更好。

同时，代表一辆 SUV 技术实力的四驱系

统在这两款车上也有所体现。而这也是两个

中国新高端品牌不可或缺的。星途 TX/TXL
与领克 01 都采用了适时四驱的技术。领克

01 的四驱版本需要在将近 20 万元的价格区

间上才能买到，星途 TX/TXL 的四驱版本则

只需要 15 万元不到的价格即可拥有。显然，

对于更多人来说，15 万元内即可买到的领先

四驱技术，诱惑力不言而喻。

对于更多人来说，花更少的钱，买到更

好的配置，买到更强的性能，甚至买到更前

瞻的科技，显然是一件极具诱惑力的事情。

而在这一点上，领克 01 和星途 TX/TXL 系列

两两其实都可以完全满足你的需求。因为笔

者相信，这两款车都是真正有实力引领中国

汽车品牌向上突破的产品。 渊须建伟冤

BEIJING 汽车
铺设“温暖回家路”
姻 苏雨

冬夜凌晨，一列复兴号高铁缓缓驶入武汉

火车站。由 BEIJING 汽车发起，多家合作方共

同参与的“爱心专列”，搭载着京张高铁建设者

们，享受了一份“免费特权”，顺利返回家乡，开

始他们期盼已久的春节假期。

这趟 G4817 次临客，1 月 17 日 21:27 从北

京西站发出，编组 16 节车厢，共约 1000 名旅

客，沿途停靠了涿州东、高碑店东、保定东、石家

庄、郑州东等站，行驶约 5 小时。乘客们主要是

来自京张高铁的建设者。本次活动，由 BEIJING
汽车和北汽新能源发起，铁路 12306、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出行、中建一局二公司、中

建二局三公司等共同参与。主办方考虑周到，虽

然发车时间较晚，乘客们并未显出太多疲态，而

是洋溢着回家的喜悦。列车内部也张挂了新春

装饰。每个旅客的座位上都放着 BEIJING 汽车

准备的年货礼盒，包括华夏出行的 88 元代金券

和“马大姐”食品提供的糖果礼包。在列车行驶

途中，主办方还和乘客们热情互动，准备了抽

奖、抢红包、游戏等互动环节等活动。北汽集团

营销业务委员会副总经理彭友林、党委副书记

杜雷等领导也走过每一节车厢，向建设者们致

以新春祝福。在专列到达郑州、武汉后，BEI原
JING 汽车还联合华夏出行和当地经销商，准备

爱心专车，为有需求的高铁建设者们提供接站

服务。

北汽集团营销业务委员会主任李一秀在发

车仪式现场表示，开通爱心专列既是为了表达

对京张铁路建设者的敬意，更是基于以京张铁

路建设者为代表的广大奋斗者执着坚守的奉献

精神，与 BEIJING 品牌使命和初心的高度契

合。作为首都国企，BEIJING 品牌同样是万千奋

斗者中的一份子。

尽管高铁已经成为中国人中长途出行的主

要方式，但是在春运期间，由于客流巨大，火车

票仍然一票难求。春节回乡，是中国最典型的民

俗，在物欲横流、竞争激烈的社会，“回家”永远

是人心的温床。春运关乎民生，更关乎民心，政

治意义巨大。每年中国铁路都不惜代价，全力保

障。春运期间，在始发客流极度密集的北京，增

开一趟列车并不容易。据专业人士介绍，夜间发

车，首先要考虑既有的运行图，是否有空间，特

别是高密度的京广线；其次，一般夜间是铁路线

路检修的时间，需要为检修留足时间窗口。还需

要考虑安排车体，以及返程的成本问题。这趟列

车的开行，需要沿途北京、郑州、武汉铁路局的

协调，最终以国铁集团发布调度命令的形式开

行。北汽方面称，其先后与中国铁路总公司、北

京铁路局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密切沟通，与

数十个相关部门的反复讨论，才最终得以成行。

“京张高铁往南开”，显然，这是一次颇有特色的

营销活动。每逢春节，12306 等出行类 APP 因为

用户关注度高，成为重要流量入口。但是如果期

望将这批流量导入为销售线索，就缺乏清晰的

用户转化逻辑，落了下乘。反而如果和人性相

关，从公益角度树品牌，通过流量入口做传播，

则能够起到双赢的效果。1000 张车票，加上列

车开行的成本，以及宣传费用，其性价比，比在

春节晚会现场展示车辆的天价，划算得多。再

者，这类活动对于日益走向市场化的铁路部门，

同样是一次难得的正面展示，双方一拍即合。

2019 年 12 月 31 日，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

营。这条线路全长 174 公里，列车最快运营速度

350 公里，北京北站到张家口最快仅需 47 分

钟。众所周知，詹天佑主持修建的老京张铁路，

是中国铁路自力更生的标志。时隔 100 多年，新

的智能化高铁不但在技术上大幅提升，而且为

冬奥会做贡献，是在向中国老一辈铁路建设者

致敬。选择京张铁路建设者的归家之路作为活

动的切入点，贴合热点的同时，也具备足够的社

会效益。

北汽的业务布局也和京张铁路、冬奥会紧

密相关。京张高铁通车之际，BEIJING 北汽新能

源就向张家口崇礼交付了首批换电出租车，用

于高铁站的旅客接驳服务。

北汽集团 2019 年营收超 5000 亿，成为北

京首家年营收突破 5000亿元的国有企业。关乎

集团形象，自主品牌的成长是北汽的重中之重。

2019 年 10 月，北汽发布了全新 BEIJING 品牌，

将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品牌进行整合，这也是

国内唯一以城市命名的汽车品牌，更何况首都

的政治意义非凡。今年 1月初，北汽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和谊发布了“大北京”品牌战略。2
月，BEIJING 品牌的详细规划即将发布。在新品

牌的孕育期，通过“温暖回家路”这一公益活动，

对后续的品牌传播起到了良好的铺垫，能够覆

盖到潜在用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让大北京的

建设者、奋斗者们产生心灵的认同。

除了流量平台的传播，以及北汽内部的转

发支持之外。就在行驶的列车内，BEIJING 汽车

推出的微电影《温暖回家路》也在车厢内首映。

影片通过讲述冬奥建设者、网约车司机、快递小

哥等普通的城市建设者和奋斗者，为了保障国

家建设和他人幸福默默奉献的故事。

“中国智造”闪耀 2020 年美国消费电子展

星途 TX/TXL 与领克 01 的交锋

姻 付雨晴

“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一汽-大众全体

上下携手并肩，众志成城，攻坚克难，为‘聚

力’之年划上了圆满句号。在 2020‘创变’之

年，一汽-大众将聚焦‘经营、战略、体系’三

方面，力争在新一轮变革中占得领先身位，

夯实领跑优势。”站在销量历史最高点，一

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汽-大众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惠

在 1 月 18 日的媒体交流会上更愿意审视趋

势和挑战，着眼更长远的未来发展。

作为一汽-大众的销量支柱，大众品牌

将以第八代高尔夫领衔的强大新品矩阵、与

经销商相生共赢的关系升级，“精本立新”，

向 142.5万辆销量发起冲击。

2019“聚力之年”：
销量重回冠军之位

2019 年，一汽-大众实现累计终端交车

212.99 万辆，市场份额上升至 9.7%，五大基

地产量 213 万辆，是唯一一家产销突破 200
万辆的汽车企业。其中一汽-大众大众品牌

销量 139.8 万辆，奥迪品牌 68.88 万辆，捷达

品牌 4.3 万辆。

在整体的销售构成上，多款车型占领细

分市场第一。据悉，速腾已经连续 8 年蝉联

A+级三厢车细分市场第一；高尔夫家族月销

71 连冠，全年销售 121106 辆，细分市场排名

第一；探岳夺细分市场第一，全年销售

167749 辆，占整体细分市场份额的 12.5%；

探歌居细分市场前三，全年销售 123889 辆，

12 月销量同比增长 40%。

之所以能逆势突破，董修惠称主要得益

于多方“聚力”的体系能力。

“要在寒冬中保持领跑地位，离不开强

有力的体系实力。2019 年，一汽-大众在体

系建设上，下足了硬功夫，夯实了基本功，实

现，研发-生产-销售链条的革新。”

研发体系升级，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去

年 8 月，一汽-大众汽车试验场一期建成投

入使用，10 月新技术开发中心奠基，12 月智

能网联汽车模拟仿真研发中心落成。在制造

体系上，目前，华南基地 MEB 平台项目改

建已经完成，第一款基于 MEB 平台打造的

大众品牌新能源车也将很快投放市场。通过

数字化转型，对采购体系、营销体系进行了

全面创新，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在新业务

探索上，2019 年，一汽-大众首个共享出行项

目———“摩捷出行”已经在长春、成都等城市

落地，运营车辆突破 5000 辆，覆盖大众品牌

全系车型。

2020创变之年：
聚焦经营、战略和体系三大领域

2020 年，中国将继续处在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

“三期叠加”为汽车产业的发展带来更深刻

的影响。中国汽车产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

战，企业也需尽快从市场驱动模式切换到创

新驱动模式。为此，一汽-大众将 2020 年定

义为“创变”之年，聚焦“经营、战略、体系”三

大方面。

在经营领域，2020 年，一汽-大众在继续

加大产品矩阵强化更新，积极布局新能源领

域，以高品质产品持续开拓市场的同时，还

将在企业内继续推动重点业务变革、流程优

化、组织机构调整等在内的系统性优化，进

一步提升运营效能，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在战略领域，一汽-大众将提升品牌力、

发力新能源、推动数字化转型。2020 年，三大

品牌都将积极创新、主动求变，力求提升用

户美誉度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已有优势。在

数字化转型方面，一汽-大众将构建全新的

“E 架构”数字化体系，推动产品数字化和管

理数字化双转型。

在体系创变上，各领域将持续优化升

级，完善后勤保障。

“在创变之年，我们的目标将更具挑战

性，要想实现既定目标必须依靠体系力，上

下同心，系统作战，因此我们还将对企业内

各领域进行优化升级，构筑坚实的“后勤保

障”，全力支撑公司年度目标的落地实现。”

大众品牌：
2020 年销售目标142.5万辆

在“创变”理念引领下，董修惠透露，

2020 年，一汽-大众大众品牌以“精本立新”

为年度方略，围绕“营销管理、伙伴共赢、客

户运营、数字变革”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在营销方面，一汽-大众大众品牌将以

务实、差异、灵活的目标设定为引领，扎实推

进营销工作；合作伙伴方面，一汽-大众大众

品牌将强化支持、精准施策，具体从促盈利、

减考核、高赋能、强沟通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客户运营方面，大众品牌将从产品、设计、新

能源、创新、中国力量五方面开展品牌向上

攻势，继续践行“品牌向上”战略；面对数字

化浪潮的到来，一汽-大众大众品牌将创新

求变、率先迈出数字变革的步伐。

董修惠称，2020 年，一汽-大众大众品

牌将陆续推出 Coupe SUV、探岳 GTE、第八

代高尔夫、大众 CC 猎装版等车型，进一步完

善产品矩阵，在此基础上，向 142.5 万辆的年

度销售目标前行。 渊据新华网冤

创变 2020:大众品牌挑战 142.5 万辆

荫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一汽-大

众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修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