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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品牌汽车集体自主品牌汽车集体““向上向上””突围突围
本报记者 杨忠阳

国家统计局 7月 27日公布的

数据显示，上半年工业企业盈利

稳定恢复，经营状况持续改善。

但同时，企业效益恢复不平衡状

况依然存在，如产业链供应链还

存在短板弱项。

产业链供应链问题由来已

久，而且其影响仍呈加剧态势。

目前，我国产业短板主要集中在

一批制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基础

材料、关键成套装备等领域。这

些“短板”技术从国外引进的可行

性越来越小，而要自主突破这些

瓶颈，也并非一朝一夕能达成。

现在有些企业对产业短板

“谈之色变”，避之不及。殊不知，

小企业要成功看长板，大企业要

成功正是看短板。过去几十年，

我国很多企业靠长板取胜，但放

眼未来，企业竞争一定是系统工

程，产业短板恰是未来的主要发

力方向，是企业成功的突破口。

也许有人要说，即使看到了

这一点，又能怎么样？要知道，眼

界决定高度，付出终有回报。在

这方面，我国已经有许多成功案

例。如前几日刷屏的国产翼龙无

人机，正是我国航空工业持之以

恒、攻坚克难的成果。再如，不久

前在上交所上市的高端数控机床

及数控系统供应商科德数控股份

有限公司，正是由于其在我国机

床行业的薄弱环节——高端五轴联动数控机床及其关键

功能部件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才能在资本市场立足。

产业短板问题早就引起了各方重视。2009 年以来，

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引领下，我国的全产业链技术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体系和能力建设底气大大增强。“十四五”

规划纲要强调要引导产业链关键环节留在国内，就是要

补短板锻长板，让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

解决产业短板问题，需要企业付出巨大的努力，资

金、人才、技术缺一不可。实力雄厚的行业龙头企业更要

勇担大任，要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企业的责任和担当，也是

巩固行业地位、拓展广阔市场的宝贵机会。

重点行业企业尤其要在产业短板上发力。如高铁、

电力装备、新能源、船舶等领域，必须要构建全产业链竞

争力，从符合未来产业变革方向的整机产品入手，打造战

略性全局性产业链。

在寻求突破过程中，要突出问题导向，紧紧抓住制约

行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以新能源

汽车产业为例，车规级芯片、车用操作系统、新型电子电

气架构等关键技术和产品还有待提升。

值得欣慰的是，在持之以恒的努力下，一些企业已经

在产业短板方面有所突破。今后，也期待更多有志于此

的企业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筑牢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硬核支撑。

品牌高端化，一直是自主品牌汽车的梦想。随着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自主品牌汽车以“智能化和电

动化”为契机，或推出高端产品，或建立新品牌，集体“向上”突

围，成为汽车业一道新风景。

自主品牌集体“向上”

7 月 20 日晚，吉利中国星·旗舰 SUV——星越 L 正式上

市。已多年未现身新车发布会的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

破例为星越L站台，并称“这辆车具有划时代意义”。

在星越L上市发布会上，吉利汽车还正式发布了吉利品牌

CMA 高端系列——“中国星”和“因快乐而伟大”吉利全新品

牌价值主张。据介绍，“中国星”目前涵盖的产品有星越 L、星

瑞、星越 S 三款车型。吉利汽车集团 CEO 淦家阅表示，“中国

星”将以高端化产品大众化为目标，开辟高端汽车新赛道，为

中国汽车价值而战，把中国汽车做大做强。

此前，首台量产的岚图FREE从岚图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

装车间下线。作为东风公司发力新能源市场的首款高端车

型，岚图汽车不仅开发出 ESSA 原生智能电动架构，还在体制

机制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尤

峥表示，岚图汽车以独立法人运营，核心员工持股约 10.4%，体

现了东风公司发展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向上的坚定决心。

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古惠南告诉记者，

目前公司正在与华为合作打造豪华高端品牌，将推出3款系列

产品。

据了解，目前长安、长城、比亚迪等车企也在规划推出新

的高端品牌。自主品牌为何集体“向上”？全国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从今年上半年的销售数据来看，

乘用车市场呈现结构性分化的特征，以奔驰、宝马为代表的高

端市场增长特别强劲，市场占比已从 2011 年的 4%增长至

14%，入门级市场消费需求却低迷，自主品牌集体“向上”既是

企业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其提升产品力和品

牌力，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换道迎来超车机遇

然而，要想实现品牌向上并不容易。崔东树说，自主品牌

在传统汽车市场就有过“向上”的尝试，但总体表现不如预

期。毕竟在传统燃油车赛道上，有着百年历史的奔驰、宝马等

企业已在品牌和技术上构筑起很深的护城河，超越难度较大。

不过，新能源赛道似乎展示了新的超车机遇。随着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汽车产品和产业生态正在

全面重塑，高端化也被重新定义。他表示，在传统燃油车时

代，传统车企的核心技术能力主要体现在发动机、变速箱和底

盘三大件，而在智能电动车时代，车企的核心技术能力已变为

“三电”系统、数字化和自动驾驶等。近年来，特斯拉和国内造

车新势力“蔚小理”的快速崛起，为品牌向上树立了新标杆。

7月 27日晚，在小鹏 P7交付周年庆上，小鹏汽车创始人何

小鹏在演讲中称，小鹏 P7累计交付已达 3万辆，P7销量很快将

超过奥迪 A4。小鹏 P7 在国内的在售车型厂商指导价格为

22.99万元至40.99万元，已经上探到了豪华车区间。小鹏汽车

“向上”的底气来自哪里？有分析认为，就在于其在产品智能

化上的领先优势。

“特斯拉也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不可逾越。”蔚来创始人李

斌表示，目前蔚来在中国市场的平均售价是 40多万元，3年就

走完了特斯拉从成立到量产并交付 Model S 的 9 年长路。蔚

来计划用5年或更长时间，抢占更多高端市场份额。

如果说产品是蔚来的立足之本，那“高大上”的服务体验

则是其最重要的名片。为什么蔚来车主的信仰度都这么高？

知乎上有个高赞回答——蔚来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甚至已超

出纯商业层面定义。特别是蔚来经常在NIO House举办的车

主活动，进一步突破了主机厂和消费者之间单纯的买卖关系，

正在对中国汽车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须奋力迈过三道“关”

追求品牌“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不过，比品牌“向上”更重

要的是明确品牌定位。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

院长赵福全表示，企业的品牌定位一定要清晰。自主品牌首

先须想清楚自己的产品要卖给哪个消费群体，这个群体凭什

么会买你的产品，才能精准描绘产品的画像，包括尺寸、功能、

性能、技术含量及价位等。

他认为他认为，，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自主品牌不能一味追求自主品牌不能一味追求

““别人有的我都有别人有的我都有，，而我更便宜而我更便宜””的产品性价比最优的产品性价比最优，，而是要努而是要努

力思考如何面向目标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力思考如何面向目标消费群体的个性化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提供差异化的

产品产品，，从而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从而带给用户更好的体验。。在此基础上在此基础上，，如果再把产品如果再把产品

价格做得适当低一些价格做得适当低一些，，才会更有竞争力才会更有竞争力。。

同时同时，，企业的品牌建设一定要有持续产品支撑企业的品牌建设一定要有持续产品支撑。。赵福全赵福全

说说，，绝不是偶尔打造出一款爆款产品就可以了绝不是偶尔打造出一款爆款产品就可以了，，而是要通过体而是要通过体

系保障每轮产品开发都能输出精品系保障每轮产品开发都能输出精品。。品牌品牌““向上向上””不是把产品不是把产品

定价提高了就行定价提高了就行，，还要有过硬的产品还要有过硬的产品，，而产品离不开硬核技术而产品离不开硬核技术

支撑支撑。。所以所以，，企业必须确保自身核心技术不断进步企业必须确保自身核心技术不断进步，，才有可能才有可能

实现品牌价值持续提升实现品牌价值持续提升。。

此外此外，，企业品牌企业品牌““向上向上””一定要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自主车企的品牌自主车企的品牌

建设尤其要有长远眼光建设尤其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盯着近期利益不能只盯着近期利益，，更不能期待立更不能期待立

竿见影竿见影，，而是应该为实现企业未来的宏伟蓝图而一直坚持下而是应该为实现企业未来的宏伟蓝图而一直坚持下

去去。。在他看来在他看来，，建立起知名度建立起知名度、、美誉度和忠诚度都需要时间美誉度和忠诚度都需要时间。。

因此因此，，品牌品牌““向上向上””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也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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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月月 2525日日，，备受关注的拉林铁路正式通车备受关注的拉林铁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藏东结束了藏东

南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南地区不通火车的历史。。开通运营一个月来开通运营一个月来，，铁路对当地铁路对当地

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出行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截至 77月月 2525日日，，拉拉

林铁路共运送旅客林铁路共运送旅客 1010..66 万人次万人次，，日均日均 35003500 人次人次，，乘坐复兴乘坐复兴

号高原动车组已成为当地百姓的出行首选号高原动车组已成为当地百姓的出行首选。。

据拉萨火车站负责人介绍据拉萨火车站负责人介绍，，时值暑期时值暑期，，拉林铁路客流主拉林铁路客流主

要以旅游要以旅游、、探亲探亲、、务工及学生为主务工及学生为主，，拉萨至山南拉萨至山南、、林芝的票源林芝的票源

比较充足比较充足，，能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能满足不同旅客的出行需求。。

旅客选择拉林铁路旅客选择拉林铁路，，是因为出行时间被大大缩短是因为出行时间被大大缩短。。据据

介绍介绍，，拉林铁路开通后拉林铁路开通后，，拉萨至山南拉萨至山南、、林芝最快分别林芝最快分别 11 小时小时

1010 分分、、33小时小时 2929 分可达分可达；；山南至林芝最快山南至林芝最快 22小时小时 2222 分可达分可达；；

日喀则至林芝最快日喀则至林芝最快66小时小时5656分可达分可达。。与之前的汽车运输相与之前的汽车运输相

比比，，从拉萨到林芝几乎节省了一半时间从拉萨到林芝几乎节省了一半时间，，从山南到林芝也节从山南到林芝也节

省了省了22个多小时个多小时，，铁路交通的优势立竿见影铁路交通的优势立竿见影。。

不仅速度快了不仅速度快了，，出行体验也有了大幅提升出行体验也有了大幅提升。。以前从拉以前从拉

萨到林芝只能乘坐汽车萨到林芝只能乘坐汽车，，不仅速度慢不仅速度慢、、体验差体验差，，而且安全风而且安全风

险高险高。。拉林铁路火车开通后拉林铁路火车开通后，，采用了复兴号高原动车组采用了复兴号高原动车组，，旅旅

行更加舒适行更加舒适。。

硬件上硬件上，，复兴号高原动车组设备齐全先进复兴号高原动车组设备齐全先进，，供氧设备供氧设备、、

集便式卫生间集便式卫生间、、电茶炉等一应俱全电茶炉等一应俱全，，列车广播还不间断播报列车广播还不间断播报

这些设备的位置及使用方法这些设备的位置及使用方法，，方便旅客使用方便旅客使用。。车厢内环境车厢内环境

干净整洁干净整洁，，卫生间卫生间、、吧台吧台、、车厢卫生随时有人检查清理车厢卫生随时有人检查清理，，为旅为旅

客提供清洁卫生的旅途环境客提供清洁卫生的旅途环境。。

软件上软件上，，青藏铁路集团公司选拔了一批形象佳青藏铁路集团公司选拔了一批形象佳、、业务业务

精精、、服务经验丰富的乘务员值乘复兴号高原动车组服务经验丰富的乘务员值乘复兴号高原动车组，，不仅能不仅能

够满足旅客的常见需求够满足旅客的常见需求，，而且经过前期专门培训而且经过前期专门培训，，这些乘务这些乘务

员还能够提供翻译员还能够提供翻译、、导游导游、、医护等服务医护等服务，，为各族旅客出行提为各族旅客出行提

供便利供便利。。

拉林铁路所经线路地质条件复杂拉林铁路所经线路地质条件复杂，，如何保障运营安全如何保障运营安全

是重中之重是重中之重。。青藏铁路集团公司全面加强对复兴号高原动青藏铁路集团公司全面加强对复兴号高原动

车组设备的检修维护车组设备的检修维护，，机车出入库时机车出入库时，，由车辆专业技术人员由车辆专业技术人员

对车厢座椅对车厢座椅、、空调空调、、制氧机制氧机、、集便器等服务设施进行全面检集便器等服务设施进行全面检

查查；；机车运行途中机车运行途中，，车载设备分析人员对车载车载设备分析人员对车载 LKJLKJ设备进行设备进行

不间断远程监测分析不间断远程监测分析，，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通知拉萨值班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通知拉萨值班

人员上车检查人员上车检查。。拉林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拉林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机车设备出库优机车设备出库优

良率一直保持良率一直保持100100%%。。

拉林铁路途经地区面积拉林铁路途经地区面积 2222..66 万平方公里万平方公里，，占西藏自治占西藏自治

区总面积的区总面积的 1818..44%%；；直接受益人口直接受益人口 131131 万人万人，，占西藏人口总占西藏人口总

数的数的 3838..22%%。。拉林铁路的建成通车拉林铁路的建成通车，，弥补了既有交通方式弥补了既有交通方式

易受高原气候影响的短板易受高原气候影响的短板，，提升了交通运输的通达性和稳提升了交通运输的通达性和稳

定性定性。。随着拉林铁路运营的不断成熟随着拉林铁路运营的不断成熟，，必将进一步促进沿必将进一步促进沿

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线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拉林铁路交出“满月”成绩单

复兴号高原动车成出行首选
本报记者 齐 慧

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山南市复兴号列车行驶在西藏山南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觉觉 果果摄摄

自今年 5月底以来，全国水泥市场价格已经连续 9周环比

下跌。中国水泥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水泥行业

利润同比下降7.2%。7月19日至7月25日，全国水泥市场价格

为417元/吨，环比继续下跌，跌幅为0.48%，较上周有所收窄。

中国水泥协会副秘书长、数字水泥网总裁陈柏林介绍，截

至目前，国内多地水泥价格累计跌幅达到或超过 100元/吨，且

降价区域皆为行业核心利润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相

比，东北地区水泥价格表现优异，同比均有较快增长。7月底 8

月初，随着下游需求逐步恢复，水泥价格将会企稳，部分地区

将迎来反弹。

“雨季导致水泥传统淡季提前，今年年初水泥原材料价格

过度上涨，影响了水泥的市场价格。”中国水泥协会执行会长

孔祥忠说，“比较乐观的是，水泥需求并没有出现变化，在基础

设施工程的拉动下，水泥用量依旧较大。”

数据印证了上述观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全国水泥产

量创历史同期新高，累计达 11.47亿吨，同比增长 14.1%。剔除

基数影响，从两年平均增速来看，上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保

持较为稳定的增长，两年平均增长约4.2%。

从月度水泥产量走势来看，今年 1 月份至 4 月份，我国稳

增长措施持续发力拉动水泥需求向好，叠加上年同期低基数

影响，全国单月和累计水泥产量呈现高位增长；进入 5月份，受

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同时部分工程进度有所放缓，需求提前

回落，加之去年基数影响，5 月份、6 月份连续 2 个单月水泥产

量同比出现负增长，全国累计水泥产量增速逐步回落。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7.2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5%。“今年上半年，在‘房住不炒’原则

下，房地产行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全国月度累计房地产开发

投资同比增速仍处在较高水平。”陈柏林表示，虽然当前房地

产投资增速呈现持续下行走势，但两年平均增速相对较为平

稳，这对于水泥行业需求利好作用显著。

虽然水泥价格持续走低，但孔祥忠认为，2021年水泥行业

整体效益仍能维持较高水平，“目前，东北地区、山西、河北等

省份水泥价格表现都比往年好，上半年北方市场效益回升对

整个行业贡献巨大，行业仍将保持正常利润水平”。

孔祥忠表示，南方地区水泥价格走低并不意味着当地水

泥企业亏损，“企业还是盈利的，只是利润率较往年有所降

低。同时，企业在环保项目、数字化运营、自主研发等方面的

巨大投入，也限制了企业继续维持较高的利润水平”。

近年来，水泥行业始终在奔向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上。

孔祥忠提出，新形势下，水泥行业只有进一步抑制过剩产能，

控制能耗总量和强度，加速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才能持续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迎来新机遇。

“下一步，水泥行业亟需加大创新力度，增加碳中和的后

续投资。随着约束性碳配额指标的下达，企业生产经营管理

要进一步提高水平，以减污降碳为重点，推进企业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孔祥忠认为，今年下半年，水泥行业效益若想保持

稳定，北方水泥企业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市场向好，

争取扭亏为盈；南方水泥企业要抵挡住内外因素干扰，尽快稳

定价格。同时，把握“双控双碳”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加速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落实到位。

水泥价格走低不改需求向好
本报记者 祝君壁

观众在第十八届中国观众在第十八届中国（（长春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上国际汽车博览会上

参参观观。。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颜麟蕴颜麟蕴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