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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经历了全新3008、
全新308、全新4008上市，“狮粉
计划”的实施，可以说是东风标
致的调整年。上半年东风标致
的销量曾持续下滑，下半年，随
着几款新品持续投放，销量开始
上扬，12月创全年销量最好态
势。在2016年12月，东风标致
当月销量突破4.7万辆，创历史

新高。2016 年全年交付合计
35.5 万辆。其中，408 和全新
308单月销量过万，刚刚上市一
个半月的4008也销售过万辆。
对于2017年，东风标致总经理
李海港表示：“还有三款车，有大
改款的全新车型。里面有两款
SUV，一款轿车 301 上市。”预
计，2017年目标是完成40万辆。

上汽斯柯达全年累计销售
33万辆，创下在华年销量的新
纪录，同比增长17.9%，增速远
超行业平均水平。

斯柯达品牌旗舰车型速派
在2016年销售4.17万辆，同比
增长126%。凭借令人耳目一
新的全新设计以及智能先进的

科技配置，速派在B级车整体
市场不振的情况下增势迅猛，
被誉为“最具成长性B级车”。

作为品牌的明星车型，高
端A级车明锐继续扮演着销量
担 当 的 角 色 ，全 年 收 获 了
155098张订单，延续了一贯稳
健的发展态势。Rapid家族的

表现同样可圈可点，昕锐、昕动
两款车型 2016 年销量创下
9.47万辆的历史新高，较2015
年劲增33%，其中昕动全年销
售2.75万辆，同比增长106%，
Rapid家族已经成为斯柯达品
牌在A级车市场极具潜力的增
长点。

德系继续领跑 美系强势不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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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解元利 祁驿

2016年车市有些超乎大家的预期，这一年，国内乘用车市实现了同比15%以上的高增
长。合资品牌虽然相较于自主品牌的高歌猛进略显平平，但很稳健。尤其是德系和美系品
牌，在产品不断升级、布局更加完善的同时，继续保持了较高的增速，上汽大众率先成为国内
首家年销量破200万辆的车企，一汽-大众在没有SUV的背景下，靠7款车型实现了17.3%
的高增长。

一汽-大众在缺少SUV产
品的情况下，全年销量突破
131.5 万辆，同比增长 17.3%。
2016年，一汽-大众先后发布
十余款重磅新车，如全新一代
迈腾、全新高尔夫·嘉旅、大众
品牌首款跨界旅行车蔚领等，
都充分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和
个性化的需求。

虽然以SUV、MPV为代表
的细分市场增长迅猛，而一汽-

大众在此领域至今尚无产品布
局，仅靠轿车打天下。不过，产
品大年也成就了2016年的大
丰收。A级车市场依然是贡献
度最大的市场，捷达全年累计
销售新车341943辆，同比增长
25.7%；全新宝来自 2016 年 3
月份上市以来，销量节节攀升，
全年销量超过22万辆，后续增
长潜力巨大。高尔夫家族旗
下，GTI、R-Line、嘉旅等产品

也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全年销
售新车 21.37 万辆，同比增长
11.2%。2016年3月份上市的
全新高尔夫·嘉旅，全年销量达
到了3.069万辆，月最高销量超
过6000辆，成为高尔夫家族中
的一员猛将。新速腾GLI、新
速腾R-Line助力“速腾家族”
全年销量达33.59万辆，同比增
长21%，继续稳坐A+级细分市
场冠军宝座；而C-TREK蔚领
上市不到两个月销量即达到
6172辆，成为激活中国旅行车
市场潜力的重磅车型。

得益于全新一代迈腾的上
市，大众品牌2016年在B级车
市场的表现也可圈可点。12月
份，迈腾销量达到了1.83万辆，
其中全新一代迈腾为 1.52 万
辆，助推迈腾品牌全年累计销
量达 16.62 万辆，同比增长
9.1%，持续引领B级车市场。

一汽-大众：全年销量突破131.5万辆

2016年，成绩最为亮眼的
品牌莫过于上汽大众——实现
销售200万余辆，蝉联国内乘
用车市场年度销量冠军，同时
也成为国内首家、也是迄今唯
一一家年销量突破200万辆的
乘用车企业。

其 中 ，大 众 品 牌 销 售
167.17万辆，蝉联国内单一汽
车品牌销量冠军，旗下多款车
型领跑细分市场。Polo家族全
年销售18万辆，位列A0级两

厢车市场第一。Lavida家族全
年销量54.81万辆，进一步巩固
了国内轿车销量冠军的地位。
Passat帕萨特实现销售18.82
万辆，继续领跑B级车市场。
Tiguan途观以24.21万辆的成
绩，位列合资品牌SUV国内销
量第一；其中，途观丝绸之路版
销量节节攀升，截至12月底实
现销售近3万辆。

对上汽大众而言，2016年
是不断突破的一年。8 月 31

日，上汽大众成为国内首家累
计产量突破1500万辆的乘用
车企业。10月21日，大众品牌
C级高端轿车PHIDEON辉昂
上市，标志着上汽大众进军高
端豪华车市场。如今，上汽大
众成为国内首家年销量突破
200万辆的乘用车企业，是在产
品研发、生产制造、质量保障、
营销服务等方面不断探索和积
累的成果。

上汽大众：首家销量破200万辆

2016年，上汽通用汽车全
年完成销售1887071辆，同比
增长7.7%，旗下别克、雪佛兰和
凯迪拉克三大品牌分别销售
123万辆、53.89万辆和11.8万
辆。在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背
景下，2016年上汽通用汽车以

“卓越‘精’营”驱动“2020 战
略”全速启航，三大品牌持续发
力绿色智能科技，加速产品更
新换代，向上拓展全新细分市
场，不断优化产品结构与销售

质量，精耕细作服务体验，深化
打造品牌核心竞争力；同时公
司面向未来全面开启新能源战
略，继续完善体系布局，大力开
拓新业务模式，稳健推进各项
经营指标健康发展，奠定了企
业搏击“十三五”的良好开局。

针对消费需求的多元化，
2016年三大品牌继续扩充和
完善产品型谱，助推产品结构
与销售质量的同步提升。其
中，别克品牌在SUV、中大型

车、中级车及MPV多个细分市
场都呈现出销售亮点，产品竞
争力和市场影响力持续增强。
雪佛兰品牌随着新车型上市销
量步入上升通道，中级车、中高
级车及 SUV 的销量占比从
2015 年 的 64.3% 提 升 至
71.4%。凯迪拉克在中大型豪
华轿车、中级豪华轿车、中型豪
华SUV三大主流豪华细分市场
不断扎实根基，实现了豪华车市
场销量排名第四的全新突破。

上汽通用：销售188.7万余辆

2016年，长安福特全系产
品累计销量高达95.75万辆，与
2015 年同期相比劲增 14%。
12月单月销量超过11.5万辆，
同比劲增19%，再创长安福特
单月销售历史最佳业绩。长安
福特在过去的一年中依旧凭借
着其强大的产品力与品牌号召
力展现出稳健的增长势头，为
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加全面而丰
富的优质产品选择。

长 安 福 特 全 系 车 型 在
2016年的销量均表现不俗，轿
车表现尤为突出，中级车“双
福”全年销量超过53.5万辆，同
比增长21%。其中福睿斯全年
销量近 30 万辆，同比劲增
53%，充分展现出其“新典范家
轿”卓越的产品实力；福克斯全
年销量近24万辆，持续获得消
费者青睐。此外，中高级车新
蒙迪欧和金牛座亦有不俗表

现，其中，蒙迪欧品牌全年月均
销量超过9000辆，持续受到消
费者欢迎。

与此同时，由福特锐界、福
特翼虎和福特翼搏组成的SUV
家族凭借强大的产品力和品牌
号召力，持续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在各自不同的细分市场亦
有不凡的业绩表现，不断推动
长安福特总体零售销量的持续
攀升。

长安福特：销量高达95.75万辆

斯柯达：销量超33万辆

2016年，一汽丰田全年累计
销量达到65.88万辆，毫无悬念
地超越了63.24万辆的年销量目
标。其中卡罗拉全车系及威驰
继续领跑整体销量，分别累计销
售32.18万辆和11.83万辆，再次
成为销量中坚。值得一提的是，
卡罗拉全车系12月单月销量高
达31142辆，而卡罗拉双擎全年
销量更是突破4万辆。SUV家

族也表现抢眼，全新RAV4荣放
全年销售12.39万辆，自其上市
后，销量一直持续走高，12月销
量更是达到12808辆；普拉多完
成全年销售3.8万辆，继续引领
细分市场。此外，全新皇冠等车
型也表现出色。由此可见，2016
年一汽丰田不仅新车型市场表
现突出，而且还呈现出全面均衡
的发展态势。

一汽丰田：销量达65.88万辆

2016年，广汽丰田全年累计
销 售 42.18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4.64%，超额完成销量目标。另
外，12月份单月销量也突破了3
万台。其中雷凌、凯美瑞和致炫
仍是品牌销量主力。2017年伊
始，广汽丰田将加码新车投放，
推出两款新车。

2016年年初，广汽丰田为自
己定下了41万辆的销量目标。

截至去年12月底，广汽丰田已经
超越年度销量目标的2.8%。随
着广汽深入推广中小型车战略，
在广丰的众多车型中，雷凌与致
炫两款车型在去年整体销量中
占比接近50%，成为销量增长主
力。广汽丰田市场营销部部长
郭百迅曾经表示：“双子星车型，
雷凌和致炫合计销量占比超过
总销量的52%。”

广汽丰田：全年销售42万余辆

2016年，Honda品牌以及
合资公司自主品牌终端累计销
售汽车 124.77 万辆，同比增长
24%。其中，广汽本田终端销量
为652006辆，东风本田终端销
量为595707辆，均创年度终端
销量的最好成绩。

2016年12月，广汽本田和
东风本田共销售Honda品牌以
及 合 资 公 司 自 主 品 牌 汽 车
132891辆。其中，广汽本田终
端销量为57692辆，东风终端销
量为75199辆，创下单月终端销
量的最高记录。

本田汽车：实现同比24%增长

据东风日产官方发布的最
新销量数据显示：东风日产
NISSAN、启辰双品牌2016年全
年累计销量突破113万辆（含进
口车），同比增长10.9%，超额完
成全年销量目标。2016 年 12
月，单月销量达到13万辆。需要
说明的是，旗下NISSAN单品牌
全年累计销量首次突破百万大
关，同比增长12.8%。

东风日产2016年全年销量
目标为108万辆，最终超额完成
目标，并且批发量超过 112 万
辆，同比增长11.9%。东风日产

已经正式进入“YOUNG NIS-
SAN 3.0”时代，并启动“i3 计
划”，即智行科技、智造品质、智
享体验。东风日产旗下销量最
为突出的车型非轩逸莫属，2016
年累计销售36.3万辆。此外，旗
舰车型天籁全年累计销量也超
过 9万辆。SUV车型方面，楼
兰、奇骏、逍客全年累计销售34
万辆，同比增长45%。此外，由
西玛、蓝鸟、骐达组成的动感阵
营，全年累计销量12.6万辆，同
比增长67.7%。其中蓝鸟销量近
8.6万辆，12月单月超过1万辆。

东风日产：销量突破113万辆

2016年，长安马自达在昂克
赛拉、CX-5两款车型的推动下
增速明显，连续38个月销量正增
长，全年累计销量超19.86万辆，
同比增长31.34%，远超年初制定
的16万辆的产销目标。

长安马自达快速增长的背

后，离不开昂克赛拉与CX-5的
助推。昂克赛拉2016年12月份
销 售 1.42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3.6%，全年总销量接近 14 万
辆，占长安马自达整体销量的
70.4%。紧凑型SUV CX-5的
月均销量也在4000辆的水平。

长安马自达：远超年销量目标

东风标致：交付35.5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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