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度轮值的北京上海两大车展，被业内视为是汽

车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在中国连续 4 年荣登世界汽车

市场之首，并有望于今年实现产销突破 2000 万辆大

关的背景下，今年的上海车展更是格外引人注目。当

然，人们关注本届上海车展，还有另一个由数字带来的

含义，就是 60，今年乃是中国汽车工业 60年。

1953 年 7 月，中国一汽在长春正式奠基，标志着

中国汽车工业正式开始，而中国一汽则当之无愧地被

称为“共和国汽车工业的摇篮”。历经发展，中国汽车

工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伴随“兄

弟”队伍的到来，中国一汽则有了另一个名称，“共和国

汽车工业长子”。所以，中国一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

上就是中国汽车工业的历史，两者不可分，也分不开。

正是由于这天然的“一体化”命运，使得中国一汽

对整个行业乃至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与生俱来。第

一辆国产汽车“解放”结束了中国人不能造汽车的历

史，第一辆国产轿车“红旗”成为中国人心中的汽车信

仰⋯⋯，中国一汽用中国汽车工业一个又一个的“第

一”，不断擦亮自己的名字，其中也蕴涵着中国一汽人

为国民经济装上提速车轮的渴望；蕴涵着让中国普通

家庭拥有自己汽车的梦想。正是这种信念铸就了中国

一汽人特有的汽车情怀，在一个甲子的历史长河中不

断探索，不懈奋斗。

更不能忘却的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旧中国一穷

二白的汽车工业基础上，中国一汽首先竖立起的不是

厂房和工业设备，而是一种舍我其谁的伟大责任感和

一往无前的民族精神，展现的不仅是新中国无数劳动

者忘我投入的身影，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60 年过去了，中国、中国经济、中国汽车工业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一汽人的这种精神没有

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有丝毫褪色。60 年仿佛又是一个

轮回，中国一汽又将再次出发，这一次又是所有中国人

都期待的，红旗。

从去年 4 月中国一汽宣布红旗复兴计划以来，红

旗归来就成为众多业内人士眼中的中国车坛大事件。

时隔一年，红旗品牌以全系车型的强大阵容出现在上

海车展，其中，国内首款 C 高端乘用车 H7 将于 5 月正

式走向市场。

新红旗值得期待，因为红旗轿车项目实现了从概

念设计到工程设计，从试验验证到生产准备全过程的

自主开发，拥有全套数据文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在研发深度上实现了自主品牌向 C、D、E 级车的扩

展和跨越。正是有了这样的积累，本届车展共展示了

包括红旗 L9、L7、L5、H7 和 H7PHEV 在内的 7 辆红旗

产品。而未来五年，红旗品牌还将投放两款 SUV、一

款商务车和一款中型礼宾客车——这是中国一汽多年

“自主发展，开放合作”思路下的结晶，是中国一汽创新

能力的体现，更是中国一汽综合体系能力的展示。

当然，中国一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非只需要红旗

才能展示，而是早已有之。仅以奔腾品牌为例，其诞生

于市场竞争白热化的时代，但仅仅用了几年时间，奔腾

品牌已经从最开始的 B70 一款轿车，发展到了如今

B50、B70、B90 三款轿车并存，加之即将上市的 X80，

奔腾已经形成了覆盖 A、A+、B 级轿车和 SUV 细分市

场的较为广阔的产品线。更为重要的是，奔腾品牌从

第一款车诞生开始，就跳出了“低价低细分市场”的常

规思路，直接进入竞争最为激烈的中级市场，进而为整

个自主品牌向上发展开辟了一条现在证明是完全可行

的探索之路。

无论是自赋使命还是天降大任，总之，“不顾一切

干自主”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一汽人内心深

处矢志不渝的誓言。中国一汽人明白，红旗承载着他

们对民族汽车工业的坚定信念，做好自主就必须做好

“红旗”。这是力量，也是一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要通

过红旗来实现中国汽车工业本质上的突破，以红旗来

检验中国汽车工业是否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进

而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完成汽车大国

到汽车强国的进步。

尽管距离红旗 H7 上市还有一段距离，但在“中国

梦”的引领下，在国家厉行节约，鼓励自主发展的倡导

下，红旗 H7将迎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透过本届上海车展，人们对自主事业有了更多的

期待，更多的希望，更多的信心，其中的代表，也许就是

红旗。人们会相信，现在的确是中国自主汽车工业最

好的机遇，人们期待在这样的春风中自主应有更大的

突破，而红旗恰逢其时。

一汽一汽 60 年，
红旗再出发

·广告·广告

以“创新·美好生活”为主题的 2013 年上
海车展自开幕以来，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在绿
色汽车、节能减排奏响当今汽车工业发展主旋
律之际，人们在欣赏中国汽车工业的创新发展成
果，领略国际汽车工业发展新水平的同时，也在
追问汽车如何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就在上海车展开幕之前，高企的油价、大
范围的雾霾天气、居高不下的上海车牌拍卖价⋯⋯
已经让人们对于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疑虑。
因此，此次车展上的新能源汽车格外抢眼，各
家厂商也纷纷亮出自己的新产品：由比亚迪和
戴姆勒共同投资的新能源品牌“腾世”，首次亮
相上海车展；底特律电动汽车首次参展即全球
首发推出其即将量产的纯电动高性能跑车，可
使用家用电源充电、操控性方面可圈可点；上
汽集团作为东道主也亮出了旗下新能源汽车
家族，集中展示混合动力、纯电动、燃料电池三
条技术路线上取得的最新产业化成果，而且随
着“都市精品纯电小车”荣威 E50 等新能源汽
车的量产上市。

谈及新能源汽车，中国贸促会汽车分会会
长王侠表示，在 2008年北京车展上，本土车企
展出的新能源车为 60 辆，跨国车企展出的新
能源车为 30 辆。今年情况正好颠倒过来，在
91 辆新能源展车中，跨国车企的产品达到 56
辆，本土车企的产品只有 35 辆。他认为，“本
土车企对新能源汽车的态度越来越理性，不再
像过去几年呈现粗放式、膨胀式发展。”

趋于理性的原因其实是新能源汽车在市
场上的不尽如人意。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2 年电动汽车(含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
动力车)共售出 12791 辆，约占当年全部汽车
销量的 0.7%。但我国确定的目标是 2015 年
新能源车累计销量达到 50 万辆，2020 年达到
200 万辆。两者相比差距尚远。业内的共识
是，解决新能源汽车尤其是电动车困境依托于
四大难题的解决，售价、续航里程、充电设施、
电池和车辆安全。目前，国家补贴可以让电动
车便宜 10 万元甚至更多，但这还不足以让消
费者接受电动车。

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机动车保有量每年
都在快速增长，对能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
2012 年 我 国 的 石 油 对 外 依 存 度 已 经 超 过
50%；从环境来看，中国已经屡次出现大范围
的雾霾天气，“这两点决定了我国发展新能源
汽车的决心不能动摇。”王侠表示。

越来越多的汽车与越来越高的汽车排放
是一组矛盾，同样，越来越多的汽车与越来越
拥堵的交通也是一组矛盾，这一组矛盾也在质
问着汽车能不能让生活更美好。在 4 月 21 日
举办的 2013 年中国汽车论坛上，专门列出一
个主题为“汽车市场发展与交通解决方案”的
分论坛。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
孙明正谈及北京的交通问题时表示，北京的交
通与能源、环境矛盾日益突出，2010 年，北京
机动车尾气排放的 PM2.5 约占全市 PM2.5 排
放总量的 22.2%。因此，北京推出了包括完善
规划等在内的六大方面 28 条缓堵举措，从效
果来看，北京机动车增长速度得到了控制，公
共交通的吸引力也有了提高，比如 2012 年北

京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 2070 万人次，分别比
2011年、2010年增长 4.7%和 9.5%。

但是，数字的改善似乎并没有改变人们对
于北京交通拥堵的印象，前来参观上海车展的
北京观众对此倒是都给出了一致的感受，也对
于北京、上海出台的车牌摇号、车牌拍卖等政
策表示理解。中汽协副秘书长李京生在谈及
改善城市交通问题时表示，单纯限购限行举措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反而会对正
常的汽车产业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他建议，要
重构适应汽车社会的城市规划和交通发展战
略；统筹规划城市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
行便利性，充分发挥利用公交汽车、轨道交通
的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李京生还表示，现阶段要推进智能交通建
设，发挥城市交通动态信息对驾驶路线的指导
作用。实际上，构建智能化交通体系乃至提升
汽车智能化水平，已经成为当前新能源汽车发
展遭遇瓶颈、城市交通拥堵短时间难以缓解的
情况下，未来美好生活的选择。

汽车，如何让生活更美好
本报记者 李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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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管斌、通讯员郭化南报道：
中国重汽集团携旗下 SITRAK、HOWO-T
系列等 9 款整车和 MC11、MC13 大马力发动
机等 9款零部件亮相上海车展。

据介绍，SITRAK 重卡于今年 1 月份正
式下线。该系列重卡以满足国内用户对进口
重卡的替代性需求作为产品定位，以无故障
作业的顶级德国品质全方位契合国内高端物
流对持续高效运营为严格要求，不仅代表了
中国重汽与德国曼公司合作共赢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更体现了中国重汽引领中国重卡行
业的实力。同时亮相的 HOWO 轻卡、王牌微
卡等轻卡系列商用车，则表明中国重汽在实
施向全系列商用车发展的战略目标上又迈出
了新的一步。

中国重汽 9 款整车亮相

本报讯 东风商用车公司以“创新·价
值”为参展主题，携全系新车型亮相上海国际
车展，并发布了全新一代自主研发的天龙旗
舰高效长途运输车和东风天龙准重型中长途
运输车。

据介绍，天龙旗舰是面向国内及国际市
场，研发的新一代高效长途运输车，针对长距
离运输、准时快运、高出勤率的市场需求，搭
载了全新的动力总成、全新开发的驾驶室、全
新的智能系统，充分为客户提供高效的物流
解决方案。东风天龙准重型中长途运输车，
是在现有平台上拓展开发的新车型。东风商
用车公司总经理黄刚表示，公司始终致力于
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提供令用户满意的专
业车辆和服务方案，促进公路运输业效率的
不断提升，使东风品牌成为备受信赖的全球
品牌。 （李 霞）

东风商用车推出天龙旗舰

本报讯 记者梁睿报道：长安福特科技含量最高、
制造工艺最精良的旗舰车型——全新一代蒙迪欧近日亮
相上海车展。它不仅搭载了领先同级的创新科技以及
强大的动力系统，还采用全新福特家族设计语言，并
凭借同级领先的内饰配置，为消费者带来舒适的驾乘
空间。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总裁马瑞麟表示，作为福特旗
下的一款旗舰车型，新蒙迪欧全新的设计将全面超越人们
对汽车的认知和期望，为消费者带来同级领先的精致工艺
和驾驶体验。

长安福特发布新蒙迪欧长安福特发布新蒙迪欧
本报讯 北京现代联手现代汽车携旗下全线产品亮相上

海车展，并发布了将于今年年底上市的新车英文及中文名称
MISTRA 名图。该车介于第八代索纳塔和朗动之间，是北京
现代瞄准细分市场空隙，专门针对中国中高级轿车市场研发
的车型。

据了解，MISTRA 名图以“一款配置丰富，空间宽敞的家
用 轿 车 ”为 开 发 理 念 ，竞 品 定 为 速 腾 、英 朗 GT 等 ，拥 有
2770mm 轴距，大气稳重、张力十足的外观，丰富的高科技和
人性化配置以及精致的做工，彰显了北京现代在品质上的不
断进步和突破。 （季 楠）

北京现代名图全球首发
本报讯 记者王薇薇报道：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中国）在

上海国际车展上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是一家拥有百年历史的
轨道及商用车辆制动系统制造商首次在华举办大型媒体发布
活动。克诺尔商用车系统中国区总裁徐保平在此间透露，克
诺尔未来 3年还将在国内完成投资 2亿元。

徐保平介绍，2013 年克诺尔将会在上海总部成立 100 人
规模的研发中心，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实现全面产品的深度国
产化和为中国市场定制系统解决方案，同时还向全球其他地
区提供研发支持。此外，克诺尔年内还将选取一个中部城市
建立生产制动系统产品的生产基地。

克诺尔将在华投资2亿元克诺尔将在华投资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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