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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疫下打油詩

萬聖節白蝶

輕盈白蝶入小院，
靜若蒲扇動撲閃。
勞力費心跟蹤拍，
快門定格蝶正面。

瘋狂價格戰，汽車大洗牌

3月8日，湖北武漢市東風系汽車4S店顧客暴漲。

進入2023年，原本是新能源車型的價格

起落調整，燃油車普遍正處於觀戰狀態，誰

都沒能想到，到了3月，這股風波會成為一場

席捲整個汽車市場的大潮。

湖北省打響了汽車瘋狂價格戰的「第一

槍」。3月初，東風汽車集團旗下多品牌最高

降價9萬元的消息迅速傳開，一石激起千層

浪。但剛剛聽到這個消息時，沒有幾個人敢

相信這是真的。廣汽集團的一位相關負責人

對表示，最初聽到「東風系降價狂潮」時，

一直以為這是個假消息。

而引發話題風暴的東風雪鐵龍C6車型，

在湖北省內早已被迅速搶購一空。神龍汽車

相關負責人告訴，實際上這款車型原本在市

場終端就有4.5萬元的優惠，在湖北政府部

門補貼4.5萬元後，優惠力度直接達到了9萬

元，使得指導價為21.68萬元的共創版車型，

變成了網絡傳言的「22萬直降到12萬」。

受益於「湖北政企綜合補貼」，東風雪

鐵龍、東風標緻、東風本田、東風日產、東

風風神等迅速受到廣泛關注，銷量也在短時

間內實現爆發。一位東風雪鐵龍4S店銷售人

員表示，自3月3日以來，每天開單量上百，

店裡幾乎已經無車可賣。補貼截止到3月31

日，3月10日交訂金的客戶已經需要等3月20

日通知是否有車，無車返還訂金。

一位傳統車企負責人坦言，從前廠商規

劃都是以年和季度為時間單位，如今卻連下

個月的形勢都無法判斷。

湖北和東風系開啟的這一輪降價大潮，

在短時間內迅速席捲全國。短短幾天時間，

多個地方政府、主流汽車主機廠、汽車經銷

商幾乎都下場「參戰」。目前，幾乎各品牌

燃油車都在通過不同形式在市場終端實行降

價、補貼。

對於不斷被新能源汽車蠶食市場份額

的燃油車而言，甚至對於許久不被關注的弱

勢合資品牌而言，這又稱得上是一輪「回

血」，也在實際上有效地刺激了汽車消費。

至於後續的價格體系問題，在當前的生死存

亡之際，也就無暇顧及了。

「採取簡單的價格競爭策略並不是長久

之計。」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相關負責人在接

受行業媒體採訪時公開表態，本輪促銷潮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消費者對汽車價格的誤解，

因此需要高度重視此現象對行業發展所帶來

的消極影響。「從長期看，短期非理性促銷

勢必透支未來市場銷量，不利於整體行業的

健康可持續發展。」

這一輪價格戰之後，行業裡的每一家品

牌，無論是新能源品牌、中國汽車品牌還是

合資品牌，都勢必要重新審視戰局。

當前的汽車行業，一些品牌已經消失，

一些企業正在破產邊緣，大洗牌正在發生，

和行業裡的每個人息息相關。

爭搶「東風」
「從3月3日開始，每天來店裡看車買

車的人暴增，剛開始那兩天店裡擠滿了人，

現在優惠力度大的幾款車型都賣得差不多

了，C6是肯定沒有了，其他車型可以交1萬

元訂金，3月20日通知是否有車，無車全額退

款。」3月12日，一位東風雪鐵龍、東風標

緻雙品牌4S店的銷售人員告訴，以雪鐵龍C6

舒適版車型為例，指導價22.68萬元，開票價

18.18萬元，另外還有車輛購置稅16088元，以

及保險、上牌等其他費用，購車合計費用近

25萬元，政企補貼合計9萬元會在一個月後退

還，這款車型的落地價接近16萬元。

同一時間，與這家店裡的熱鬧不同，旁

邊的廣汽埃安4S店裡卻異常安靜。由於兩家

店是同一個老闆，所以埃安店內只留下兩三

個工作人員，其他人都去支援東風雪鐵龍、

東風標緻雙品牌4S店。同樣受益於本次政企

補貼的東風本田、東風日產等品牌4S店，店

內也充滿了問詢、看車、下單的消費者。而

附近的廣汽和北汽等自主品牌門店，以及長

安福特、上汽大眾等合資品牌門店等都十分

冷清。

在3月6日武漢經開區召開的穩定大宗

消費工作座談會上，參會車企介紹，自3月1

日起，東風本田在湖北省的25家特約店五天

共達成訂單1469輛，日均294輛，較2月增長

359％。3月4日、5日一個週末，省內4S店達

成訂單275輛，較2月日均增長186.5％。神龍

汽車日均訂單量更是增長984％。

旗下擁有東風雪鐵龍和東風標緻的神龍

汽車，成為了3月價格戰中的最大贏家。高達

9萬元的優惠力度雖然只體現在東風雪鐵龍C6

車型上，卻為神龍汽車贏得了多年未有的關

注度。此外，這一輪政企補貼無論對東風系

品牌的整體關注度提升，還是對當地汽車消

費的刺激，效果都異常顯著。

在武漢走訪時發現，許多消費者對C6

車型，甚至汽車品牌知之甚少，只是被前所

未有的優惠力度打動。汽車4S店人員更是直

言，下單後才詢問C6是哪國的車、隸屬於什

麼品牌的情況屢見不鮮。

其他品牌4S店也被反覆咨詢是否有C6車

型出售，被逼無奈甚至貼出聲明：UR-V在隔

壁，C6在隔壁的隔壁。

類似的疲憊和無奈感，同樣體現在本次

享受政企補貼的品牌門店中。不同於以往前

來下訂單的消費者或多或少對車輛已經有所

瞭解，本次受降價大潮吸引而來的多數消費

者並不瞭解購車流程和花費，多家4S店直接

將被問詢最多的車型在大屏上打出「全款購

車指南」。

儘管這一波政企綜合補貼讓神龍汽車在

短短幾天之內清空庫存銷量猛增，但企業也

深知當前盛況的不可持續。上述神龍汽車相

關負責人告訴，即便工廠已經滿負荷生產，

仍無法確定產量。這並不是單純的產能問

題，還涉及到眾多供應商。本次最熱門的車

型東風雪鐵龍C6，原本也並非神龍汽車的銷

量主力，2021年下半年和2022年生產的庫存

車輛數量有限，所以湖北省內各個店面才向

消費者說明繳納訂金後並不確定有車交付。

截至發稿，參與本次政企綜合補貼的

東風汽車各品牌均未發佈銷量數據，但從武

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網站上可見一斑，不僅東

風雪鐵龍、東風本田等合資品牌日均銷量大

漲，自主品牌同樣受益匪淺：東風風神21款

車型參與促進汽車消費活動，3月4日~7日達

成銷售訂單730輛，較2月日均增長七倍。

對於整體銷量不振的東風汽車集團而

言，一切殊為不易，不僅東風雪鐵龍、東風

標緻兩個品牌從「無人問津」到全網熱議，

東風自主品牌也贏得了銷量和話題度。

儘管業內對此褒貶不一，但這一輪降價

期間，消費者的關注卻從新能源車大量轉向

燃油車。而且，相關熱門車型訪問數據在全

國各地都出現增長，不僅局限於湖北等當地

用戶。

在東風係引發的燃油車降價潮之前，熱

度則屬於早在1月就開啟降價潮的新能源車

型。

誰打開了潘多拉魔盒
大幅補貼令許多原本近期沒有購車計劃

的消費者也加入了搶購大軍。正如許多汽車

從業人員所擔憂的一樣，網絡上對於汽車終

端價格進一步下降期待值甚高，許多人都在

表示「感謝特斯拉帶頭衝鋒」。

進入2023年以來，不僅新能源汽車國家

購置補貼政策退出，於2022年5月31日發佈的

對部分乘用車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的利好政

策也宣告終結。最先作出反應的是新能源車

型，比亞迪、長安、榮威、埃安、奇瑞等品

牌先後宣佈新能源車型價格上調，隨後，少

量燃油車型也宣佈漲價。

令整個汽車市場猝不及防的是，1月6

日，特斯拉國產車型Model 3、Model Y迎來了

史上最大幅度降價，降幅最高的Model Y長續

航版本價格直降4.8萬元。而且，不同於此前

汽車市場上通常對於換代車型、滯銷車型等

實行大幅降價，Model Y在2022年的交付量高

達45萬輛。

特斯拉此前也多番調整價格，但未曾

有過如此大的幅度，作為一家嚴格遵守「成

本定價原則」的企業，特斯拉在成本增加時

上調價格，成本下降時下調價格，已經司空

見慣，但大多數車企，顯然並沒有這樣的底

氣。

在特斯拉發佈的2022年第四季度及全年

財報中，特斯拉在2022年的總收入達到815億

美元，同比增長51％；淨利潤同比增長一倍

多，達到126億美元。而且，在特斯拉汽車第

四季度毛利率同比下降5個百分點的情況下，

仍高達25.9％。

多個數據都在證明，特斯拉仍有較大的

降價空間，且特斯拉所宣佈的一些技術新突

破也會明言將會讓成本再次下降。

特斯拉北京銷售人員告訴，年初特斯拉

大幅降價後，門店到店客流出現了2~3倍增

長。而以此帶動的銷量增長更是直接，1月6

日宣佈降價後，馬斯克表示，「1月份，我們

看到了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強勁的訂單，目前

看到的訂單幾乎是生產速度的兩倍」。

儘管此後特斯拉還進行了兩次小幅漲

價，但被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已經不受控

制。在跨年之際剛剛宣佈漲價的新能源車

型，面對這樣一個競爭對手，不得不咬牙再

宣佈下調價格。即便是在發佈會被余承東認

為賣得太便宜的問界車型，也於1月13日宣佈

下調M5 EV、M7部分車型售價，降幅最高達

到3萬元。

比亞迪於2月10日發佈的秦PLUS DM-i 

2023年冠軍版車型，在配置提升的情況下，

定價下調了1.2萬~1.8萬元，其中入門款車型

定價降至9.98萬元，是比亞迪新能源車首次

下探至10萬元以下。

至3月終端價格戰如火如荼階段，比亞迪

在官方微博宣佈，比亞迪海洋網兩大主力車

型宋PLUS新能源及海豹，從2023年3月10日至

3月31日開展專項限時營銷活動：宋PLUS車

系下訂即可尊享88元抵扣6888元購車款；海

豹下訂即可尊享88元抵扣8888元購車款。

在眾多消費者眼裡，對於近年來銷量一

騎絕塵，更在2022年以186萬輛的年銷量力壓

特斯拉的比亞迪而言，這已經算得上變相降

價。

但被特斯拉打開的潘多拉魔盒，影響遠

遠不止於新能源車型。事實上，除了部分限

購城市外，在消費者的真實購買過程中，與

特斯拉一起作為備選車型加以比較的，更多

的是燃油車，尤其是豪華品牌車型以及合資

品牌高端車型。

合資品牌受到的衝擊尤其明顯，因為其

所處的市場空間，原本就是新能源車型替代

燃油車的主要區間，在新能源車型集體降價

的背景下，合資品牌生存空間越來越小。

兩面夾擊之下，合資品牌在今年再受重

創。根據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所發佈的數

據，今年2月，主流合資品牌零售48萬輛，相

較於因春節而減少工作日的去年2月，仍同比

下降12％。

「本輪促銷力度比較大的主要是合資品

牌。」中汽協相關負責人指出，在市場份額

下滑趨勢明顯的背景下，嚴重依賴傳統燃油

車的合資品牌，借促銷提高市場份額，搶先

降價以掌握主動權和先機。

這也為3月即全面打響的「瘋狂價格戰」

埋下了伏筆。

未必能「名利雙收」
事實上，今年1月以來，北京、上海、浙

江、河南、山西、吉林、天津、河北等多個

省市均出台了相關補貼政策促進汽車消費，

補貼力度按照汽車開票價遞進，金額多為數

千元，至高不超過2萬元。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相關負責人分析，

在擴大內需大方針下，汽車作為大宗商品，

其增量市場越來越小，存量市場越來越難激

活，各地政府加推購車補貼，以促進經濟內

循環，同時帶動整個汽車產業鏈上下游發展

是重要考量之一。

但從1~2月的汽車銷售情況來看，市場

反響平平：前兩個月乘用車累計零售267.9萬

輛，同比下降19.8％。

進入3月後，多個汽車品牌先後宣佈「官

降」。所謂「官降」是指由汽車品牌宣佈下

調指導價格，主要區別於各地區的經銷店所

給出的不同優惠。事實上，目前除了特斯拉

和少數新能源汽車品牌之外，多數汽車品牌

銷售仍以經銷模式為主，經銷商在汽車的官

方指導價基礎上擁有一定的定價權。因此近

年來新能源車型多為廠家宣佈降價，而燃油

車的終端價格不僅一地一價，甚至是一店一

價。

再加上原本市場上的多數燃油車在店面

銷售時都有一定的優惠，即便個別店面優惠

力度大，車輛數量也相當有限，卻並沒有引

起過多關注。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專家委員會成員顏景

輝告訴：「元旦之前的政策切換，包括新能

源車補貼退出以及部分燃油車購置稅優惠停

止，在去年年底已經透支了一部分今年一季

度的汽車消費，儘管多地政府都推出了不同

類型的補貼刺激汽車消費，但除了湖北，在

市場終端的效果有限。」

而事實上，結合政府補貼後達到東風系

那樣的優惠力度且迅速引起廣泛關注的，的

確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比如，中國一汽宣佈3月1日至3月31日，

面向吉林省消費者推出「旗惠吉林-億元限

時惠民補貼」活動，補貼範圍涵蓋中國一汽

旗下全部中國品牌、海外品牌乘用車和輕型

貨車，補貼總額1.5億元，單車補貼金額最高

3.7萬元。並備註可與同期市、區政府補貼

疊加，參考政府具體補貼要求。公開信息顯

示，長春市內各區所公佈的補貼標準均為數

千元。

吉林省一家中國品牌4S店的經理告訴，

目前省內一汽對旗下品牌的補貼力度較大，

一些比較大眾化的合資車型加上政府補貼能

享受萬元以上優惠，其他品牌只有政府補

貼，普遍在2000~5000元不等。所以只有一

汽大眾、一汽豐田等品牌4S店的銷量有所提

升，但程度也相對有限。

從官方發佈的信息來看，指導價50.98

萬~77.98萬元的紅旗E-HS9至高可享3.7萬元的

補貼，再加上政府補貼，力度與廣為流傳的

「22萬變12萬」的東風雪鐵龍C6等車型顯然

相去甚遠。因此，即便吉林省內補貼範圍所

涵蓋的紅旗、解放、奔騰、一汽-大眾、一汽

奧迪、一汽豐田、捷達等品牌的知名度高於

東風系，卻沒能在這一輪降價潮中如後者一

樣「名利雙收」。

然而，這才是擴散後汽車價格戰的真實

寫照。

在國內汽車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汽車

品牌集中宣佈降價的情況並不多見，上一波

「官降」大潮出現於2015年，受行業格局變

動、產能過剩、庫存過高等多重因素影響，

主流汽車品牌相繼加入戰局，引發了一輪

激烈的價格戰。但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

顯示，2015年，汽車全年銷量2459.76萬輛，

同比增長4.7％，增速反而較上年同期下降

了2.2個百分點。正如理想汽車CEO李想所

言，「降價可能不能帶來銷量，但可以打擊

對手」。在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宣佈「官降」

後，其他汽車品牌除了跟風之外，往往並沒

有更好的對策。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除東風

系外，幾乎沒有在這一輪價格戰中獲得銷量

快速增長的品牌。

當東風系多款車型高達數萬元的政企綜

合補貼擺上檯面後，同級別新能源車的一切

優勢在消費者的眼中都不再「順眼」：充電

之於加油的經濟實惠、電動車幾乎可以忽略

不計的保養費用、更智能的配置和更亮眼的

設計，都遠遠比不上購車時省下數萬元的誘

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