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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广汽乘用车十
周年总结大会在广州召开。活
动现场，广汽传祺发布了全新
的企业品牌口号、品牌精神和
企业文化，向未来的愿景和基
业长青迈出重要“一步”。这也
是历经10年高质量发展，进入
新一轮发展通道的广汽传祺对
于未来的思考与践行。

忆过去
峥嵘岁月打造业界传奇

过去十年，广汽传祺从无
到有，品牌销量从 2011 年的
1.7万辆，持续上升到2017年的
50万辆，如此迅猛的成长步伐，
让中国汽车市场看到了自主品
牌的爆发力。

十年光景，在历史的长河
中不过弹指一挥、白驹过隙。
但是对于一群有追求有梦想的
造车人来说，这从无到有、从默
默无闻到业界闻名的十年，可
是无比的漫长。

十年成长，广汽传祺作为一
个全新的汽车品牌，打造了高起
点、高质量发展的自主品牌典
范。广汽传祺立足自主创新，专
注正向研发，打造了世界级造车
体系；贴近消费者需求，坚持品

质至上，赢得了广泛的市场信赖
和口碑积累；构筑全矩阵产品体
系，推动产能发展和品牌向上，
引领了中国品牌向高端突破；布
局海外，推进国际化进程，构建
了全球研发和营销服务网络。

思现在
稳扎稳打展宏图

今年，广汽集团以5032270
美元营收位居第202名，比去年
排名上升36位。广汽集团的稳
健、高速和持续的发展势头让
车市侧目。如今，在全球汽车
产业正在开展新一轮的科技革
命和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也
对中国汽车人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和挑战。

以品质为例，广汽传祺“以
品质提升带动品牌提升”，从汽
车设计、生产流程、销售流通以
及售后服务全方位细节管控。
公司上下每个员工在每项工作、
每个领域都充分贯彻“品质优
先”意识，日积月累，持续努力，
以“四心”品质打造了全生命周
期质量管控体系，不断提供超越
客户期待的高质量产品。

而广汽传祺创立2大体系
架构（A/A0级、B/C级）、4大平台
（GA/GS/GM/GT）布局，充分融合
SSC原则，创建与国际先进水平

对标达标的智能工厂，实现全
产业链价值最大化，跨界参与
互联网+、新材料等现代化产业
体系合作，则是广汽传祺对“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
最佳理解和诠释。

展未来
整装待发击鼓再催征

在发布会的压轴环节，广
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发布了全
新企业品牌和企业文化体系。
广汽传祺提出全新的品牌愿
景，“广汽传祺相信，如果每个
人都敢于追寻伟大，世界将会
更美好！”基于追寻伟大的品牌
精神，广汽传祺提出“敢梦想、
勇担当、恒进取”的品牌价值

观，以及“睿智前瞻、坚毅执着、
活力创新”的品牌个性。

身为中国新一代汽车人，
广汽传祺一直肩承产业和民族
使命感，奋力推动汽车强国建
设，积极向全球传递智慧和幸
福。所以，广汽传祺确立整体
发展目标为“世界级品牌，全球
化企业”，面对全球化发展，广
汽传祺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格
局胸怀，以致力为消费者和公
众“创造愉悦的移动生活”为使
命，为更美好的世界贡献力量。

站在十年这个承前启后的
节点，广汽传祺总结自身的经
营哲学、品牌的底蕴和信念，向
内归心，焕发更强内生动力，为
传祺的下一个十年铺路。

马自达中国上半年
销量增长7.6%

近日，马自达（中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公布了2018年上半
年度马自达品牌在中国市场的
销售业绩（零售）。今年1-6月
的累计销量为145842台，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7.6%，刷新了1-6
月累计销量历史纪录。马自达
两大销售渠道1-6月的销售情
况分别为：一汽马自达销量为
59070台，同比增长0.4%；长安马
自达销量为86772台，同比增长
13.1%。

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渡部宣彦表示：“今年
上半年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四
款主力车型依然保持着良好的销
售态势，并刷新了上半年的销量
纪录。下半年，马自达将通过举
办‘魂动设计论坛’及‘创驰蓝
天-X（SKYACTIV-X）发动机技术
说明会’等相关品牌推广活动，
并借助7座SUV‘Mazda CX-8’的
登场，以提升马自达的品牌力、
产品力、销售力，为不断提升销
售表现而持续努力。”

青年报 孙臣

兰博基尼上半年
销量再创新高

根据兰博基尼7月24日的
财报显示，兰博基尼汽车有限公
司全球交付量实现进一步增
长。上半年兰博基尼共向全球
客户交付跑车2327台，相比去
年同期增长11%。

“兰博基尼依旧保持着良好
的势头，连续四次半年财报创造
历史新高，这也是兰博基尼品
牌、产品和商业策略可持续发展
的又一力证。我们正顺利度过
超级SUV Urus的产能初期阶段，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消费者需
求。同时，超级跑车产品线新车
型的研发也在同步进行当中。”
兰博基尼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
官Stefano Domenicali表示。

兰博基尼Urus首批交付即
将于今年7月开始。因此，今年
上 半 年 的 销 量 增 长 均 由
Huracán和Aventador两条超级
跑车产品线贡献。

2018 财年上半年 Aventa-
dor系列车型实现了673台的交
付量，继续保持着高水平增长。
此外，Huracán家族全球销量
从1400台增至1604台。

得益于公司对圣亚加塔·
波隆尼总部的 Urus 生产线以
及对公司未来发展规划的大
规模投资。Stefano Domeni-
cali 强调：“公司 2017 财年营
业 额 首 次 突 破 10 亿 欧 元 大
关，超级 SUV Urus 的首批交付
也即将开始。我们将在保持
品牌专属性的前提下，迈入一
个崭新的纪元。”

青年报 孙臣

青年报 程元辉

“之前蔚来汽车一直说今
年上半年交车，本来觉得一切
按部就班，到了6月份的最后两
天才发现时间真的很紧迫，我
们陆续开始交车，不算食言，目
前看比客户预定的时间晚交一
个月。”7月21日，杭州蔚来汽
车NIO House开业，蔚来汽车创
始人、董事长兼CEO李斌出席回
应前段时间的工厂停产传言。

“工厂正好赶上修整，没有
进行生产，正好被一些媒体进
去拍了照片，目前一切都恢复
正常，相信ES8将会是新能源品
牌里面最快过万台的车型，”李
斌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

从PPT造车的代表到真枪实
弹的撸着袖子上马工厂和产品，
以及对于未来大规模城市体验
中心的开业，斜杠青年李斌从媒
体人成功跨界到造车人的角色，
蔚来汽车的未来应该是怎样的？

媒体人出身的李斌有自己
的理解，他强调蔚来汽车“以用
户为中心，为其服务”的理念，
他说，我们未来可能会在丽江
和西南部分旅游景区建立体验
店，建店的目的并不是卖车，而
是服务我们的车主。

在蔚来进军国际的问题
上，李斌同样持保守态度：“虽
然不管美国还是欧洲我们都会
去的，但还是先做到再说，不然
有人会说，李斌说2020年1月
份进德国又食言了。”

青年报：外界都在传蔚来

要上市，李总对这件事有什么

回应？怎么看到造车新势力

IPO的事情？

李斌：对于融资新闻我们从
来都是不予置评，我们也没有主
动发过新闻稿。对于造车新势
力IPO，我没有什么怎么看，上完
了就知道了。我觉得IPO就是一
次融资，有些公司选择公开上市
的方式融资，有些不需要公开上
市也可以融资，在我来看，没有
什么特别特别的。

青年报：有公开报道称，李

斌说会无限期推迟在美上市的

计划，您对此有何回应？

李斌：“上市”这个词容易
被误解。当时我随总理德国访
问，有媒体采访我，问何时进入
美国，我说目前没有明确的时
间表。又问我何时进入欧洲，
我说如果做好准备的话，就是
在1-2年内。

我们不是在中国长大，再
慢慢走向世界的公司。从一出
生起，我们的定位就是全球初
创公司。现在我们在美国差不
多有 600 多人，英国有小 100
人，慕尼黑有200人。我们的路
线是先专注在中国的市场，再
分区域一步步进入别国市场。
但是现在我们在中国这个主场
还没有赢，我认为现在分散兵
力是不合算的，我宁愿把精力
花在进入中国更多的城市。当
然不管是美国还是欧洲，我们
都会去的。

青年报：目前公司软件团

队和美国智能团队规模大概有

多少？

李斌：我们整个团队，美国
和中国的加起来差不多在1200
人左右，中美各600多人，我还
是非常骄傲的。在这1200人的
团队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循环
迭代的机制，包括从发现问题
到解决问题，再到测试、发布的
全过程。其中绝大部分的问
题，基本上都是与体验相关的。

青年报：蔚来是否有提供

移动出行服务的计划？

李斌：蔚来肯定不会自己
做出行服务，但蔚来资本和我
个人会在出行领域进行投资。
比如我也是嘀嗒的董事长，我
们也投了很多的技术公司。

我们会针对蔚来用户提供
专项服务，其中部分与出行有关，

比如机场泊车、停车等等。简单
来说，蔚来自己不会把出行服务
作为一个生意，但我们会给用户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出行体验。

青年报：蔚来怎样看待知

识产权问题？

李斌：我们特别特别重视
知识产权的问题。我举一个小
的例子，我们2015年找到捷豹、
路虎的知识产权的部门，说看
到有一个门把手的专利是你们
的，随后付给他们不少钱。他
们特别开心，说从来没有中国
公司为他们的专利付费。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所有东
西都是有知识产权的，包括电
机、电控电池包等，我们申请的
专利将近两千项，光是换电站就
有几百项专利。同时，在美国我
们也是先招聘法务。这方面的
官司，我们肯定一桩也没有。

蔚来汽车李斌回应停产：

ES8将会是最快过万台的新能源车

广汽传祺发布全新品牌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