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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汽车能源大战

在雷克萨斯全新LS上市
前，一部微电影悄然走红，这是
雷克萨斯专门为致敬那段我们
的父辈、兄长、亲友所经历的奋
斗岁月而作。1989年，LS随雷
克萨斯品牌同步诞生，并且一
举改写了世界豪华汽车市场的
格局。在中国，尤其是广东地
区，当年的“凌志”，可以说见证
和陪伴了一代奋斗者的成功之
路。这种陪伴，让很多车主至
今感怀不已。

2017 年，凭借品牌、产品、

运营等全方位的进化，雷克萨
斯在中国市场交出了一份扎实
的成绩单：全年在华累计销量
达132,864台，同比增长22%，
创下在华年销量历史新高。值
得一提的是，雷克萨斯智·混动
车型得到了更多中国用户的认
可。自2017年 11 月起，雷克
萨斯智·混动车型的销量占比
已连续两个月突破 30%。在各
种电动车型竞相争夺注意力的
市场态势下，这样的成绩实在
是来之不易。

从凌志到雷克萨斯，这个品
牌就像中国这一代最敢拼敢闯
的人一样，在过去的30年里不
断突破自我，绽放光辉。从雷克
萨斯我们看到，一个品牌尤其是
一个“大牌”，真正的品牌文化不
是企业自己生搬硬造的，而是历
经时光洗练所沉淀的，在这种时
代的大写意中，品牌既有作为历
史见证者的荣耀，也有作为亲历
者的汗水。在长久的相伴中，人
们记住了这个品牌，品牌也承载
了一代人的记忆。

雷克萨斯：
有内涵的品牌从来不需要立“人设”

现在的娱乐圈也

好，营销圈也好，特别

流 行 的 一 个 词 就 是“ 立 人

设”，好像只有抓住这个，才

能被人们喜爱。就像雷克萨

斯在北京举办“创想非凡·新

豪华艺术论”思想盛宴时，著

名出品人马东老师说的那

样：“我们总是通过对一辆

车、一件衣服、一些身外之物

的选择，来确认我是谁，我要

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心态。”

正因为这样的心态，品

牌营销似乎也正在慢慢变成

一场“立人设”大比拼，然而

“人设”好立，却总是难免被

“炒糊”，这是一个悖论。而

最近笔者在参加雷克萨斯西

区媒体交流会时，通过与雷

克萨斯中国市场推广部部长

陈忱先生的沟通，突然觉察

到一个好的品牌似乎从来都

不需要立“人设”。

在今年的上海车展上，雷
克萨斯发布了全球品牌口号

“Experience Amazing”的
中文释义：“领未见·探非
凡”。在全球市场中，也只有
在中国，雷克萨斯推出了这样
一个完全本土化的品牌口号。

随着品牌新篇章的开启，
雷克萨斯正在逐步实现从豪华
汽车品牌向豪华生活方式品牌
的进化。陈忱表示：“在当前全
球消费升级的市场大趋势下，
高端消费者对于豪华的理解和
消费需求正在发生改变。同
时，我们的目标用户群也发生
了变化，新一代的高端消费者
更加年轻、个性鲜明，他们对于
品牌及产品也有着更加多样化
的需求，我们称之为探享家。
满足探享家的需求，甚至超越
他们的期待，是雷克萨斯始终
坚守的信念。”

陈忱认为一个好的品牌
口号一定是要为市场服务的，
而雷克萨斯全新的品牌口号
是基于对过往的传承与升华，
是适应了目标用户群的消费
诉求所进行的改变，同时，陈
忱还提到：“我们将继续坚持
卓越品质、以心至诚的待客之

道等品牌核心价值，这些是不
会改变的。”

提及未来的发展规划，陈
忱表示雷克萨斯将从三个方
面着手，积极迎接市场变化，
即在继续壮大产品线、加大产
品投放力度的同时，推出更多
彰显雷克萨斯品牌价值和差
异点的活动，此外，还将继续
坚持“客户第一，经销商第二，
厂商第三”的经营理念，与经
销商伙伴实现共赢。

纵观整个汽车市场，有很
多品牌都习惯追随大流，不管
自身情况如何，硬贴上人们喜
欢的标签，而最后都难逃“人
设”崩塌的结局。正所谓“胸有
丘壑，静水流深”，一个拥有足
够内涵的品牌，就像一个足够
出色的人一样，人们对他的印
象是由内而外的、名副其实的，
并不需要刻意去立“人设”，这
就是其本身最自然的流露。雷
克萨斯正是这样的一个品牌，
于寻常处见功力，于细微处见
真章，于竞争中不断成长。而
在品牌新篇章下，雷克萨斯也
将会为中国的“探享家”们营造
出更加个性鲜明、充满激情与
质感的非凡体验。

今年以来，中国乘用车市
场整体增速放缓，但豪华汽车
品牌的销量却增长强劲，由此
也预示着豪华汽车品牌之间的
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在这样
硝烟滚滚的战场中取胜，显得
困难重重，而雷克萨斯给出的
答案是：“以心至诚，提供更有
温度的豪华体验。”

陈忱先生介绍说：“以双旗
舰全新LS和LC领衔的雷克萨
斯产品家族，非常全面的表达
了品牌所主张的生活方式，我
们的用户也许并不在意车辆的
加速是否快零点几秒，但是他
们会看重每一个细节带来的体
验。雷克萨斯追求的也不仅是

精湛的造车技术，我们更要为
用户呈现细致的用心与充满质
感的感官享受。”

全新 LS 和 LC 代表着雷
克萨斯全新的设计语言。在全
新LS上，无论是如“胁息”般贴
合人体弧度的车门内侧扶手，
还是凌光切子玻璃内饰，雷克
萨斯将东方美学与现代造车工
艺完美融合于车内空间，为用
户带来美妙的视觉享受和精致
的乘坐体验。即使是氛围灯也
独树一帜，只提供一种颜色，但
这种颜色却是每个人都不可或
缺的“家的颜色”，从中也可以
看出雷克萨斯对豪华不一样的
理解——为客户提供更有温度

的豪华体验。
为了更好的实现这一目

标，陈忱透露未来会采用更加
感性的沟通方式，让目标用户
群体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两款
旗舰产品的内涵。

不仅如此，雷克萨斯还通
过经销商管理委员会，在厂商
和经销商之间构建了一种常态
化的对话机制，积极倾听一线
的声音，为经销商提供切实的
支持。借品牌升级之势，雷克
萨斯也将通过更加适应中国市
场的沟通方式，为中国消费者
提供全方位的品牌体验，让用
户和公众感受到雷克萨斯品牌
的独特价值。

稳健发展，交出扎实成绩单

以心至诚，提供更有温度的豪华体验

探享非凡，超越期待

电 油vs

如果要盘点2017年汽车圈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全球多家车企发布“禁售燃油车时间表”绝对可以排进前三，为此，能源大战再一次成为风口浪尖的话
题。一边是各大车企纷纷宣布禁售燃油车时间表，炫耀新能源领域的进展；另一边传统能源仍然占据销量榜，各大车企仍然将传统能源车作为产品主力。

一个产销2800万辆的汽车帝国，面对汽车能源第三次革命，未来究竟会如何转型？

剑拔弩张

新能源车在 2017
年已经不是新闻，在国家

的政策指引下，2017年，新
能源车销量突破70万辆，同

比增幅远远超过传统能源车。
除了现实销量的对比，2017在全

球范围都发布了“禁售燃油车”时
间表，仿佛宣判了燃油车的倒计时。

新能源在气势上是占尽风头。中国人
讲究“顺势而为”，万事万物需要遵循发
展规律。一个最大的可见规律就是，电
动车是未来汽车能源方向。然而，经历
百年发展的燃油车真的正在走向末
路？何时会是新能源车的天下？

电动未来已是必然

如同蒸汽机取代马车。新能源拥
有低排放、强动力的天生优势，对于汽

车的工具属性来说再适合不过。
传统燃油车历经100多年发展，早

已超出单纯工具范畴。人们将是否拥
有自主研发的内燃机视为品牌独立的
象征，一千个人就能造出一千台发动
机。技术工艺千变万化，带来性能表现
百花齐放。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内
燃机的多年发展，才造就汽车市场今天
的繁荣。

相比之下，电动机大范围出现在
汽车上虽然没有多少年光景，但它的
性能表现直接进入了下一个世纪。
2003年创立的特斯拉已经可以量产
0-100 公里加速 2.7 秒的车，而内燃
机百公里加速进3秒耗费近百年的时
间。当然这并不是说电动车的制造
很容易，电控，安全，电池等新领域的
挑战同样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动力总成的另一个
重要部件——变速箱，也将受到新能源

车普及的挑战。面对一台起步就能输
出最大扭矩的车，我们还需要9速，10
速吗？变速箱和发动机的匹配问题在
新能源车上，再也不会困扰。

何时决胜尚在迷离

取决这场胜利的，在记者看来，最
大的驱动力还是系铃人——车企。传
统车企在传统能源上多年构建的技术
壁垒，在新能源车上荡然无存，他们还
要付出生产线更新和研发成本。此外，
成熟的生产研发体系也需要为新能源
车做出改变。在这样巨大的付出面前，
传统巨头们并不甘愿做新能源的急先
锋。普遍的做法是：继续稳扎稳打卖燃
油车，背地里做好一朝新能源的技术储
备，对外及时展示技术实力，确保从油
向电平稳过渡。

相反，瞄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新

兴造车势力则突飞猛进，隔三差五地
宣布自家的产品又取得了怎样的进
步。蔚来汽车为了打消用户的里程
忧虑，一口气宣布了换电方案、移动
充电方案。3秒高潮过后，人们发现
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推行普及还
是太遥远。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
感谢威马、蔚来等新势力造车，他们
或许还不足以称为“鲶鱼效应”，但因
为他们的出现，传统汽车巨头感觉到
了更多的压力。

另一个可能影响这场大战结果的
是共享汽车。传统私家车市场一时难
以撼动，共享汽车成了新能源的一个突
破口，解决城市人口的日常通勤和短途
自驾，新能源共享汽车的方便甚至威胁
到未来的私人购车市场。当满大街都
是方便的共享汽车，你还会选择买车
吗？

油和电的竞争表面看是新旧能

源的自然交替，电动
机取代内燃机是必然
结果。但也应该看到，
在这个风口上，仍然有不
少厂家在苦心钻研燃油
车。马自达的创驰蓝天发
动机，丰田的高热效能发动机
都是代表。

综合各方来看，市场才是决定这
场战争胜负的判官，未来一定时间内，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毫无疑问会在中国
市场长期并存。就像那个关于电商和
实体的著名赌局，新能源车份额超过传
统燃油车的那一天，电动车才能真正发
出胜利的宣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胡珂

未来一定时间内
燃油车和新能源车毫无疑问会在中国市场长期并存

新能源车份额超过传统燃油车的那一天
电动车才能真正发出胜利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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