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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许亚杰

“ 中 国 是 我

们 的 第 二 故 乡 ，

我们必须在中国

市场取得成功。”

面对各界关于经

济全球化五花八

门 的 议 论 ，大 众

汽车集团（中国）

CEO 冯思翰明白

无误地给出了自

己 的 答 案 ，大 众

会继续推进与中国企业的合作，而这些合作也会反哺大众

在全球市场的业务。

作为一家在全球拥有 24家工厂、67万多名员工的跨国

车企，大众汽车集团被视为经济全球化的构建者和受益者。

冯思翰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坦言：“对于大众这样在欧洲、美

洲和中国都有强大市场存在的全球性企业来说，目前这种

形势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挑战。”

事实上，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包括大众汽车集团

CEO 迪斯和冯思翰在内的公司高管多次对外强调，中国市

场对于大众来说意义重大。迪斯甚至直言：“在德国总部没

有人敢想象，如果现在没有中国市场强有力的支撑，我们的

业务将面临怎样的挑战。”

近日，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发布今年上半年的业

绩，再次印证了这一说法。今年 1-6 月，大众汽车集团

（中国） 与其合资企业在中国大陆及香港市场共交付汽车

159 万辆，同比下降 17.0%，但市场份额逆势同比增长

1.2%，达到近 20%。

据冯思翰透露，大众在中国的 33 座工厂自从 3 月底便

陆续恢复了两班倒、三班倒的工作制度。截至目前，所有工

厂已经恢复正常生产。他告诉记者，除了因墨西哥零部件供

应商供应困难导致少量产品生产有所推迟，大众在中国的

整体业务没有受到实质性影响。

“大众汽车集团在华市场份额达到 20%左右。这也就是

说，每销售 5 辆新车，就有一辆来自大众汽车集团旗下的品

牌，这让我们备感自豪。”冯思翰表示，随着经销商恢复营

业，工厂生产回归同期正常水平，汽车市场正持续呈现出令

人振奋的复苏态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伴随各地促进汽

车消费政策的持续带动，市场表现总体好于预期。值得注

意的是，为了拉动新能源汽车在农村的消费需求，在工

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等部门的支持下，

中汽协将在下半年主持和推动一系列“新能源汽车下乡”

活动。

“尽管新能源汽车开起来很有意思，但仍有很多消费

者没有选择新能源汽车，主要是因为充电还不够方便。”

冯思翰分析称，与其一味增加续航里程导致电耗增加，不如

在充电基础设施方面多下功夫，“让充电如同加油一般便

利”。据透露，大众计划在中国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专门负责

拓展充电体系。

“大众的电动车产品将采用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打

法。”他同时坦言，只有提供优秀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以及

良好的充电基础设施，才能让新能源汽车加速替代传统燃

油车。

据介绍，在总额为 40 亿欧元的年度投资计划中，大众

汽车集团将多达 40%的资金投向了新能源领域。此前，大众

宣布投资 10 亿欧元获得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的股份，并增持合资企业江淮大众股份至 75%。同时，

这家跨国汽车巨头还投资约 11 亿欧元，成为国内电池生产

企业国轩高科的大股东。

“我们希望能够在 2025 年前后销售 500 万-600 万辆新

能源汽车。”谈到“大众汽车集团为何如此看好中国新能源

汽车”时，冯思翰解释说，虽然新能源汽车的销量数据不会

猛增，但大众还会按照原计划推出新能源汽车。

按计划，到 2023 年，将有 10 款 ID 车型由一汽-大众和

上汽大众引进中国市场。今年 10 月，就将有两款 ID 车型在

一汽-大众佛山工厂和上汽大众的安亭工厂“抢滩登陆”。

同时，江淮大众将专注于新能源汽车领域，从而与前者形成

差异化竞争。据透露，江淮大众预计推出 4-5款新车型。

值得注意的是，大众汽车集团在亚洲的动力电池总需

求量将达到 150GWh。这意味着除了宁德时代和国轩高科，

大众仍然在寻找新的电池供应商。

“我们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接下来的走势充满信心，

大众也将全速推进。”冯思翰表示，纯电动车是大众汽车集

团 2021年的主攻方向。

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大众汽车集团最重要的市场，也

是在新能源、智能互联和自动驾驶领域全球领先的市场。正

因如此，大众计划在下半年继续 SUV 攻势，加快产品投放

节奏。据透露，截至今年年底前，大众将在中国推出 20 多款

新车型。

“尽管全球汽车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但我们与合资伙

伴在中国市场的 40 亿欧元投资规划不会改变。”冯思翰解

释称，由于补贴退坡和排放标准变化等原因，去年 6 月汽

车市场全线飘红，而今年 5 月的销量甚至超过了去年 6
月。“从这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复苏的劲头很足。当然，

汽车市场的复苏程度最终还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的温度。”

他说，大众汽车集团对下半年市场走势保持谨慎乐观，

“相信我们下半年的表现能够达到去年的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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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许亚杰

在新能源汽车市场，比亚迪和特斯拉向来被

认为是两个极端。

一个是从电池的老本行出发，从出租车和公

交车等 To B 市场入手；另一个则是从售价高达

百万的电动跑车切入。如今，双方在“售价 30 万元

区间”的新能源轿车战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而这

被认为是开拓新能源车私人消费市场下半场的里

程碑。

近日，比亚迪汉正式上市，上市车型包含 3 款

汉 EV 和 1 款汉 DM。全国综合补贴后，汉 EV 超长

续航版豪华型售价 22.98 万元、汉 EV 超长续航版

尊贵型售价 25.58 万元、汉 EV 四驱高性能版旗舰

型售价 27.95万元；汉DM四驱性能版豪华型售价

21.98万元。

“汉，从车型规划到正式量产，十年磨一剑。”

在发布会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传福表

示，作为“新能源旗舰轿车”，它集比亚迪几乎所有领

先技术之大成，“我们致力于把汉打造成集‘安全、性

能、豪华’三大标杆于一体的新能源旗舰轿车。”

事实上，早在比亚迪第一次推出新一代磷酸

铁锂电池——“刀片电池”时，王传福便公开表示，

“刀片电池体现了比亚迪彻底终结新能源汽车安

全痛点的决心，更有能力把‘自燃’这个词从新能

源汽车的字典里抹掉。”

在他看来，刀片电池的推出有望让行业摆脱

对三元锂电池的高度依赖，“使动力电池的发展回

归正道”。而汉 EV 正是全球首款搭载刀片电池的

轿车。

据介绍，汉 EV 超长续航版豪华型和汉 EV 超

长续航版尊贵型 NEDC 综合工况纯电续驶里程

为 605 公里；汉 EV 四驱高性能版旗舰型百公里加

速 3.9 秒；汉 DM 四驱性能版豪华型百公里加速

4.7秒，是中国加速最快的插电混动轿车。

“如果电池安全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那么

‘新能源汽车健康发展’就会是一句空话。比亚迪

汉基于‘全面均衡领先、全生命周期安全’的开发

理念打造，在各项产品性能上创造了 12 项全球之

最、9 项中国之最。”王传福坦言，比亚迪汉的目标

不仅仅时开创全球新能源汽车技术和品质的新标

准，而是改写传统豪华汽车市场格局，“加速替换

传统燃油车的步伐”。

综合数据显示，汉的各项指标完全不输特斯

拉 Model 3。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本土新能源品牌

正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向售价更高、更考验品牌实

力的高端市场“进攻”。比亚迪汉的上市，仅仅是个

开始。

近年来，国内新能源市场的竞争已愈加激烈。

今年 1-6 月，新能源汽车产销 39.7 万辆和 39.3 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 36.5%和 37.4%。其中，纯电动汽

车同比降幅依然高于行业。

“在汽车工业的变革中，电动化是竞争上半

场，智能化是下半场。”面对巨大的市场变动，王传

福分析称，全球汽车工业正进入“大发展、大调整

阶段”。他表示，车作为场景的连接者，正经历从普

通交通工具到以人为核心的第三空间角色转变。

基于这样的理解，比亚迪加快了与华为的合

作步伐。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现身比亚迪

汉的线上直播现场，亲自揭秘了它的智能化特性。

据透露，得益于比亚迪与华为的深度合作，汉

搭载了华为 HiCar 车机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实现

人、车、家的互通互联。同时，该系统还支持手机与

汽车分布式无感连接，支持手机与汽车资源虚拟

化共享，支持应用和服务多设备共享等。

更重要的是，比亚迪汉还是首款应用华为 5G
技术的量产车型。在业内专家看来，5G 技术的加

持不仅带来极速的影音娱乐体验，还有利于打造

“网联版”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据了解，比亚迪汉开启预售后 1 个多月便已

收获 2 万多笔订单。国信证券分析称，比亚迪汉上

市将有力带动公司新能源车的销量回升，利好于

巩固公司在新能源车领域的领先地位。

无独有偶，尽管仍面临着营利难等问题，特斯

拉股价却一路上涨，总市值几乎相当于丰田汽

车+本田汽车+法拉利之和。

有分析认为，那些像特斯拉一样从高端新能

源车市场切入的车企，在建立品牌形象和培育消

费者习惯方面拥有一定的先发优势。比亚迪汉的

推出，则为早已硝烟四起的新能源豪华车市场“再

添一把火”。除了暂时领跑的特斯拉，蔚来、小鹏等

造车新势力也纷纷切入中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

“自主品牌的高端车型将是智能网联、新能源

等新技术的最佳载体，它们不仅为技术创新提供

价格空间，也将利好相关产业链企业。”申港证券

不久前发布报告称，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行业集

中度将进一步提升。因此，自主品牌向上“势在必

行，不进则退”。毕竟，高端产品意味着更高的售

价，也就意味着更高的产品利润水平。

这或许能解释，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短期内徘

徊于低谷时，为何那些“强调电动化、智能化，不断

尝试品牌高端化”的企业仍是资本市场的宠儿。

王传福：新能源车要在豪华车市场加快步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真齐

飞行超过 17800 个小时后，“老飞”张大奇还

有一个“大愿望”——驾驶着国产客机直冲云霄。

作为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东航”）的

资深飞行员，张大奇执飞过军机、民用客机和公务

机 ，拥 有 湾 流 G280、巴 航 工 业 EMB145、莱 格 赛

650（EMB135）、波音B737等多项资历证书。

不过，飞行生涯中最让张大奇记忆犹新的，却

是 3年前的一次特殊的“伴飞”经历。

“当时，我隔着舷窗远远看到 C919 的白色机

身和绿蓝色条纹，内心十分激动。”他向记者回忆

说，从那时起自己就在心里暗暗下决心，“我要是

能亲手驾驶着国产民用客机在蓝天翱翔，飞行生

涯才算真正圆满了。”

张大奇的愿望并没有等太久。

今年 2 月底，东航子公司一二三航空揭牌，并

明确亮出任务——运营 ARJ21、C919 等国产飞

机。张大奇如愿拿下了 ARJ21-700 的第一张飞行

执照。

“每一位中国飞行员都期待驾
驶国产客机的高光时刻”

“相信每个中国飞行员都有一种特殊的期待，

那就是亲自驾驶国产飞机冲上蓝天。”谈到自己第

一次“亲密接触”ARJ21 时，张大奇的语气保持着

一如既往的冷静，但这位中年人的眼中却出现了

不一样的光芒，“那一天注定会成为我飞行生涯中

最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

18 岁参军入伍后，张大奇在空军第二飞行学

院学习飞行技术。从初出茅庐的飞行员，到公务机

带教飞行，再到新一代飞行员的“引路员”，无论在

哪个岗位，张大奇都保持着严谨的飞行作风——

敬畏生命、敬畏规章、敬畏职责。

“从小处看大处，飞行员必须把严谨作为一个

习惯，控制一些欲望。”张大奇说，“我们的职业没

有重来的机会，为了避免出现大的错误，就要从点

滴培养飞行作风，把作风管理变成一种习惯。”

不过，在同事们看来，张大奇长达 28 年的飞

行生涯中，不仅有“严谨认真”的A面，也有渴望挑

战自我、喜欢挑战和突破自我的B面。

他向记者坦言，ARJ21对自己有着“双重吸引

力”。“对于每一个把开国产飞机当作毕生追求的

飞行员来说，ARJ21 非常具有吸引力；同时，对于

希望挑战自我的人来说，执飞一款全新设计的飞

机，本身就具有非凡意义。”

尽管被告知执飞第一款国产客机可能会遇到

一些未知的挑战，张大奇还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与此前执飞公务机不同的是，一二三航空引

进的 ARJ21-700 执飞的都是固定航班。“不光飞

行小时数不一样，ARJ21-700 的飞行机队逐步壮

大后，机队管理的统一化、标准化和规模化也是全

新挑战。与相对小众和定制服务的公务机相比，这

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张大奇说。

他坦言，对飞行员来说，这种转换不仅是技术上

的挑战，还有心理上的适应期、思想上的转换过程。

不过，“老飞”张大奇早已做好了应对挑战的

准备。“从身体到心理，从技术到思想，任何方面都要

做好准备。”张大奇语气轻松地说“我相信，其他立志

投身于国产客机飞行事业的飞行员也是如此。”

6月28日，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和东航接收了各自的首架ARJ21飞机。中国

商飞向国内三大航同时交付首批ARJ21客机，标志着

这款国产支线客机正式入编国际主流航空公司机队。

据记者了解，截至 7月 20 日晚，ARJ21 飞机运

送乘客总量已突破 100 万人次。接下来，三大航空

公司将各自引进 35架ARJ21-700飞机，每年平均

接收 3架，到 2024年前后完成所有交付。

作为一二三航空首批完成ARJ21-700机型转

正的飞行员，张大奇对自己的“新伙伴”评价颇高。

“ARJ21-700 虽然是支线机型，但它设计了

自动油门、超速保护，内部系统也比较先进。可以

说，融合了市面上现有产品的优势，同时也兼顾了

国内民航的实际情况。”张大奇介绍说，飞行员被

视为民用客机的“第一用户”，而自己帮助厂家继

续提升国产客机的各项性能指标、反馈实际使用

情况“当然责无旁贷”。“作为中国飞行员，我们都

希望自己也能尽一份力，让国产客机的进阶之路

越来越顺、越来越好。”

“老中青”三代中国民航人薪火相传

事实上，ARJ21-700 的交付，不仅让张大奇

这样的民航“中坚力量”能够驾驶国产客机翱翔蓝

天，也让很多老一辈民航人和新生代“后浪”看到

了中国民航业的潜力和希望。

“ 我 飞 了 41 年 ，但 一 直 有 一 个 未 了 的 情

结 ——‘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飞上中国人自己制造

的民航客机’。”与新中国同龄的谢远征是一名民

航功勋飞行员。

改革开放后，他入选第一批赴美学习客机驾

驶技术的飞行员名单，后来又成为国内首批驾驶

大型宽体客机执飞国际航线的中国飞行员。

退休后，谢远征被聘为中国商飞公司的飞行

教员。他不仅参与了中国新型客机 ARJ21 飞机的

操控系统设计与改进，同时还负责该机型全动飞

行模拟机的教学研究工作。

在国产客机立项之初，他就建议，在大飞机的

设计团队中增加飞行员，以用户思维来设计飞机。

“只有用这种理念去设计飞机，才能真正满足民航

业和消费者的需求”。

如今，年过七旬、两鬓斑白的谢远征终于迎来

了国产客机的交付。

“中国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的日益强大，是国产

客机得以顺利下线的有力支持。”常以“老骥伏枥”自

勉的谢远征说，自己相信，未来国产客机不仅能获得

中国飞行员的认可，还会一步步地飞向世界。

对于年轻的民航业“后浪”而言，国产客机的

交付不只是“圆梦”，更是一种使命传承的激励。

作为为数不多的 90 后女飞行员，徐藤泽惠出

生于“飞行之家”。对于从小就听父亲讲述飞行故

事的她来说，对蓝天的向往“几乎是一种与生俱来

的本能”。

“平时我总听机长们讨论ARJ21，那时候就挺

向往。开国产飞机不仅是我自己的梦想，也算替爸

爸圆梦了吧。”徐藤泽笑着说，今年元旦，自己悄悄

在新年愿望里加上了“驾驶国产飞机”的目标，并

准备给爸爸一个惊喜。

“我爸他快到退休年龄了，或许赶不上驾驶国

产大飞机。幸好我还年轻，还正好见证和经历着中

国民航业的突飞猛进。”这位内心细腻的女孩儿告

诉记者，自己每次翻开家庭相册，都仿佛看到了一

幅几代中国民航人薪火相传的画卷。“现在，接力

棒已经交到了我们 90 后的手上。我愿意贡献自己

的全部力量，带着父辈们的梦想，为国产客机的美

好前程点亮曙光。”

支线航空为区域、产业融合发
展“穿针引线”

作为我国首次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新型涡扇支线客机，

ARJ21新支线飞机不仅凝聚着所有从业人员的梦

想，更承载着中小城市搭上“支线航空大发展东

风”的愿望。

独立财经分析师夏树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次交付的三架ARJ21-700均采用 90座全经济

舱布局，客舱座位使用‘左二右三’座位布局，能充

分满足从中心城市向周边中小城市辐射型航线的

使用要求。”

“目前，国内仍存在着‘支线航线用干线飞机’

的问题，在中短距离的航线上仍使用波音 737、空

客A320等机型，这些机型普遍偏大、运营成本高，

这也导致支线航空业经常亏本运营，需要政府补

贴才能维持。”夏树分析说。

“以山东省菏泽市和聊城市为例，这两座城市

都是人口超过 600 万的三线城市，但是人们想要

坐飞机，都要先到济南，然后再赶往机场，这样非

常耗费时间和精力。如果将支线航空发展起来，那

么这些三线城市的人将更愿意选择飞机出行的方

式，从而也带动了民航业的发展。”

因此，在他看来，ARJ21的交付对我国发展支

线 航 空 业 、通 程 航 空 业 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

“ARJ21 的体积小、油耗低，是执飞支线航线的合

适机型，使用 ARJ21 可以有效解决‘中型机坐不

满、飞一趟亏一趟’的尴尬问题，从而提高飞行的

利润，促进支线航空市场发展。”

除了刺激民航市场发展外，ARJ21、C919 等

国产客机的出现，也必将带动民航制造业和相关

一系列产业的发展成长。

众所周知，飞机制造及其配套产业产值高，是

一个国家的战略支柱产业，也是目前国内少数几

个依然空白的万亿规模产业。根据《中国商飞公司

市场预测年报（2018-2037）》，未来 20 年中国市场

预计将累计交付 9008 架客机，价值约 9 万亿元人

民币，平均每年约 4500亿元。

“大飞机产业具有极强的产业链带动效应，能

极大地促进相关工业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北

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薛旭说，“目前，中国国产大

飞机产业正在稳步推进。大飞机的规模化生产还将

催生航空产业集群效应，进一步提升区域配套和协

作能力，加速全球航空制造业向中国迁移。”

“近几十年，国内外客机市场被空客、波音垄

断，随着国产大飞机的陆续交付，这一格局有望打

破，中国民航制造业将迎来重要战略发展机遇

期。”薛旭分析称，未来，飞机维修保障、工程服务

等航空后市场同样空间巨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ARJ21的交付不仅让“老中

青”三代中国民航人实现了“开国产飞机”的愿望，

也为民航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更让人有理由憧

憬国产大型客机C919投入市场的美好前景。

ARJ21 客机交付“三大航空”，载客逾 100 万人次

凸显发展潜力 国产大飞机撬动万亿级市场

①6 月 28 日，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浦东基地，国航、东航、南航分别接收了各自的首架 ARJ21 飞机。

②作为民航功勋飞行员，已经年过七旬的谢远征终于见证了国产大飞机的正式交付。

③飞行员张大奇感慨说，与国产飞机一起冲上蓝天，将成为每个中国民航人职业生涯中最值得铭记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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