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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数十款新车型、皮卡销量突破 200
万、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近一倍、A股市值一度
突破 6000亿元……”2021年对于长城汽车而
言，可谓是丰收的一年，尽管疫情依旧持续、原
材料价格上涨、芯片短缺等影响因素仍然存
在。

探索长城汽车成功之密钥，对于市场需求
的把控、突出的产品力和品牌力是其长期优势
所在，尤其是在新能源、智能化方面深具亮点，
亦透露出长城汽车的发展潜力。而随着广州
车展的举行，长城汽车再一次占领汽车行业

“热搜”话题排行榜。

自主龙头品牌溢价能力提升
产品力“锦上添花”

根据长城汽车2021年三季度财报来看，今
年1-9月份，长城汽车营业总收入907.97亿元，
同比增长46.11%，净利润49.45亿元，同比增长
91.13%。其中，2021年第三季度，长城汽车营
业总收入 288.69亿元，同比增长 10.13%，净利
润 14.16亿元。三季度财报显示，长城汽车品
牌溢价能力持续提升，平均单车售价达到10.27
万元，同比增长12.50%。

从销量表现来看，订单饱满，产销紧平
衡。2021年 1-10月份，长城汽车实现新车销
售99.6万辆，同比增长22.0%。其中，10月份销
量 112069辆。在饱满订单以及缺芯改善的背
景下，长城汽车旗下哈弗、长城皮卡、WEY、欧
拉、坦克五大核心品牌销量环比齐改善，其中
WEY品牌批发销量环比增长 25.57%，坦克品
牌批发销量环比增长24.05%，增速领跑。

具体来看，哈弗品牌 10 月份销售 62593
辆，1-10月份累计销售 60.65万辆，同比增长
11.7%。“国民神车”哈弗H6月销27341辆，累计
100个月夺得国内SUV销量桂冠。

哈弗品牌的发展与被誉为“国民神车”的
哈弗H6之成功密不可分，但对单一标杆产品
依赖过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品牌成长。
近年来，哈弗品牌加快多元化发展，多类型产
品共同发力，产品矩阵日益完善。未来，随着
偏越野设计的哈弗大狗、“跨次元”的哈弗赤兔
和主打智能娱乐的哈弗初恋陆续发力，哈弗品
牌有望在更多细分市场创造亮眼成绩。

长城汽车新能源品牌—欧拉，10月份销售
13235 辆，同比增长 65.2%，环比增长 3.64%。
1- 10 月 份 累 计 销 量 97966 辆 ，同 比 增 长
206.9%。虽然环比增速较少，但其中高端车型

“好猫”10月份销量 7845辆，环比劲增 54.3%，
创历史新高，有效拉动品牌ASP及利润水平。

坦克品牌旗下的火爆车型坦克300单月交
付再创新高，10月份交付9950辆，1-10月份累

计交付 62522辆。10月底，5城百余坦克手联
动发起“绿色星球计划”公益活动，深刻诠释坦
克品牌的高阶潮玩属性。

魏 牌 10 月 份 销 售 5854 辆 ，环 比 增 长
25.6%，前三季度累计销售42012辆。广州车展
期间，摩卡 NOH 智慧领航版正式上市，宣告
NOH智慧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全球上线，其将为
用户提供更懂车主的智能化体验。

长城皮卡 10月份销售 20437辆，环比增长
2.14%，累计14个月销售突破2万辆；1-10月份
全球累计销售 18.72万辆，其中海外累计销售
37041辆，同比大增159%。长城炮10月份销售
12655辆，同比增长12.1%，累计16个月销量破
万，1-10月份全球累计销量突破 10万辆。长
城炮与风骏7、风骏5包揽皮卡市场单车型销量
前三名，有效拉动品牌ASP。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家安光
勇表示：“在整个经济都在下滑，疫情影响，中
美贸易摩擦等不利的环境下，长城汽车能有这
种表现实属不易。长城汽车的销量表现，更多
得益于其产品的定位和自身的特点。作为国
内汽车制造厂，长城汽车产品的主要特点是物
美价廉，性价比很高。而这个特点在目前经济
下滑的环境下，尤其是人们开始节衣缩食的时
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选择。”

正是由于旗下品牌多点开花，也助推长城
汽车市值不断向上。根据新近收盘表现，长城
汽车（601633，SH）市值一度突破 6000亿元，凭
借这一市值，推动长城汽车成为中国汽车企业
中，市值最高的企业之一，较去年同期，实现了
超过200%的增长。

当前汽车行业进入产品强周期，各大整车
厂的新能源车纷纷亮相，这些车型也是明年国
内主要的新增新能源汽车。尽管豪华品牌和
合资品牌正在加快电动汽车的部署，但以长城
汽车为代表的自主品牌强大的车型周期和技
术储备应该会继续占优。

在交银覆盖的公司中，该行看好长城汽车
（2333HK/买入），因其车型阵容丰富，电动汽车
技术储备强大。

广州车展“利刃出销”
品牌向上布局明确混动发力中端市场

值得一提的是，2021 年广州车展上，长
城汽车实力推出在新能源和智能化领域布
局的多款全新产品，展现出为市场看好的极
佳潜力。

11月19日，长城汽车以“智能科技 创享新
生态”为主题，焕新出击第十九届广州国际汽
车展览会，哈弗、魏牌、欧拉、坦克及长城皮卡
惊艳登场，全球首个温暖且酷的机甲科技品牌
沙龙全球首秀，坦克500黑武士版、超跑皮卡概
念车、机甲龙等十余款重磅新车演绎“潮流制
燥”，大秀智能科技新生态，舞台热力爆表，在
广州车展再度上演“长城现象”。

机甲龙是沙龙品牌旗下首款亮相车型。
首发限量 101 台，定价 48.8 万元。沙龙品牌
定位豪华纯电品牌，主攻 40 万元-80 万元价
格区间。智能配置出众，全球率先搭载 4 颗
激光雷达的车型，全球率先实现激光全视角
覆盖车型。

坦克 500是坦克品牌旗下继坦克 300之后
推出的第二款车型。定位中大型SUV，预售价
区间为 33.5万元-39.5万元。外观硬派，尺寸
越级，动力充沛，配置豪华。车型采用非承载
式车身结构，延续了坦克家族霸气的外观设计
语言，符合其越野风格，尺寸上超越汉兰达、普
拉多，略逊于兰德酷路泽（陆巡）。

11 月 17 日，WEY 品牌在广州举办智能
DHT 战略暨玛奇朵DHT-PHEV 上市发布会。
玛奇朵DHT-PHEV是长城“柠檬”平台旗下首
款落地PHEV车型，定位中小型SUV，综合补贴
后售价分别为16.68万元和17.78万元。

动力方面，玛奇朵DHT-PHEV系统综合功
率达到 197kW，综合扭矩 410Nm，零百加速
7.2s；续航方面，纯电续航 110公里，满油满电
续航可达 1100公里，百公里综合油耗 0.8L、亏
电油耗4.4L。

申港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机甲龙的成功亮
相，符合其对于沙龙品牌的高端豪华定位，与
旗下其他品牌和市场现有品牌形成了差异化
竞争的格局，有成为细分领域领头羊的潜质；
坦克品牌自发布时，抓住了国五/国六切换而导
致的进口车无法进入国内的契机，此次推出的
商务版车型，进一步拓展了坦克品牌的应用场
景。随着后期摩卡、拿铁的PHEV版本陆续上
市，将助力品牌站稳15万元-20万元的价格区
间，成为中端市场的有利竞争者，并对传统燃
油车形成替代之势。

从广州车展的产品矩阵不难看出，长城汽
车正在加速品类创新和产品投放，这一系列举
措，将为长城汽车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盈利
能力。

中金发表报告表示，上周五参观了长城汽
车旗下各品牌展位，并参加了新品发布会，维
持其跑赢大市评级及目标价 45港元，预测 22
年市盈率达28倍，料有约33%上行空间。

五大“作战区”持续提升能力
突破整车业务传统“天花板”

在过去的两年，长城汽车的业绩和市值，
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而更加有规划的、符合社
会主旋律的发展战略，将推动这一趋势持续
向好。

在汽车产业向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和变
革的浪潮中，长城汽车作为核心自主品牌持续
向上突破。长城汽车是中国汽车品牌中，更懂
创新的企业，从组织、人才、文化等底层逻辑到
战略、品类、品牌、产品、技术、营销等外显，创
新无处不在。

在过去几年，长城汽车苦修内功，在管理、
技术、产品、营销和全球化等方面持续提升能

力。管理上，长城汽车在过去几年完成了内部
的管理变革，组织架构完成了重构，形成了“强
后台、大中台、小前台”的新架构，建立了“一车
型、一品牌、一公司”组织结构，每一个车型划
分为一个作战单元，充分激发了组织活力。

技术上，在平台化方面，长城汽车完成模
块化平台的开发，缩短了车型研发周期；在电
动化方面，长城汽车掌握了电机电控等核心
技术，研发了柠檬混动DHT，在上市公司体系
外还有动力电池和氢燃料电池的布局，完成
了纯电、混动以及氢能三条技术路线的布局；
在智能化方面，长城汽车系统规划了整车电
子电气架构的技术路线，计划在 2024年实现
GEEP 5.0的中央计算架构，坚持智能驾驶系
统自主研发，布局智能座舱、线控底盘等先进
技术。

产品上，长城汽车目前规划哈弗、魏派、欧
拉、坦克、长城皮卡及独立的高端品牌沙龙，完
整布局各个细分市场，充分挖掘各个细分市场
的消费者需求。营销上，长城汽车打破传统的
营销模式，变革品牌的营销理念，以个性化和
潮流化的内容打动客户，塑造共情、潮流和年
轻的品牌形象。

全球化上，长城汽车陆续在俄罗斯、印度、
泰国以及巴西进行产能布局，加速向海外市场
的拓展，为公司成长提供全新的发展空间。公
司作为核心自主品牌，持续提升企业内部能
力，强化竞争优势。

此外，智能化的发展，为长城汽车开拓新
商业模式带来了可能。根据长城汽车公告，当
前，公司正不断加大软件能力的建设，持续布
局智能驾驶系统、智能座舱等，联合合作伙伴
打造未来智能汽车的生态系统。根据公司的
战略规划，到 2023年，公司全球研发人员的数
量将由现在的1.5万人增加到3万人，其中软件
开发人员达到1万人。

东北证券在研报中指出，我们看好长城汽
车后续市占率的持续提升，看好公司在产业变
革中实现新的突破：长城汽车深谙行业正向电
动化和智能化不断加速转型的趋势，在未来，
电动车机械结构相比燃油车不断简化，主机
厂的壁垒和利润来源将发生转移，从燃油车
时代的动力总成转变到智能化时代的软件系
统。看好公司在软件能力方面的持续建设，并
将助力其在智能汽车时代拓展新的商业模式，
实现软件付费，突破整车业务的传统“天花板”
天花板。

在技术革新+产品创新+营销出新“三大利
器”加持之下，随着强势产品不断推出、迭代，
以及电动智能化转型能量持续释放，有望驱动
长城汽车新周期“量+利”表现。

（CIS）

站上6000亿元市值高点 长城汽车有望驱动新周期“量+利”表现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近日，北京中关村壹号地下车库发生
电动汽车自燃事故，引发业界强烈关注。
据了解，该自燃事故发生在 11月 22日晚
上9点前后，自燃车辆疑似一辆比亚迪秦
Pro。据当事车主所发朋友圈内容显示，
车主坐在车内听见声音有异后，便抱着孩
子下了车。随后，该车辆发生爆炸，所幸
未造成人员伤亡。

针对此次事故，比亚迪方面于11月24
日回应称：“现场火情及时扑灭，未发生爆
炸，也没有人员伤亡。车辆于2019年初销
售，具体原因将配合相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11月 24日上午，《证券日报》记者专
程前往中关村壹号地下二层停车场查看
事故现场情况。当步行至停车场B区附
近时，记者就闻到空气中仍弥漫着刺鼻的
焦糊味。记者注意到，停车场B区东北角
的一片区域已被封闭，其中一条通道上放
置着四个隔离墩，另一边通道上的卷帘门
已经落下。

对于此次事故详情，记者还询问了负
责管理停车场的物业工作人员。相关工
作人员表示，在出事之前，该车辆正在使
用充电桩充电。现场显示，充电桩由星星
充电提供。目前该区域的充电桩均已停
止运营使用。

一位比亚迪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
示：“比亚迪大部分车型目前已更换为磷
酸铁锂电池，但技术迭代仍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分析认为，
电池、车辆电路系统等因素都可能引发新
能源车自燃。如果车辆长时间使用，电池
温度没有正常降低，或出现电池老化现
象，均有可能造成车辆自燃。

自燃事故原因
仍在进一步调查

在采访过程中，《证券日报》记者联系
到事发时的目击者张先生。据张先生回
忆，事发时整个地下二层布满了浓烟，随
后消防车很快赶到现场，火势被控制。“起
火车辆的车盖和前车门都敞开了，车体严
重烧毁。当时停车位的塑胶地面布满了
黑色的污渍和积水。”

在比亚迪的车主群中，一张疑似事故
车主发布的朋友圈截屏在事后被热传。
据该车主介绍，没想到自己会亲身经历电
动汽车爆炸事故。当时，自己和家人来到
中关村壹号吃饭。在车上感觉声音不对，
赶紧抱孩子下车逃跑，很幸运人都没事。

截至目前，尚未确定此次发生自燃事
故的车型是否为比亚迪秦Pro EV。但作
为比亚迪主打电动车型的秦 Pro系列电
动车，近年来频发起火事故却是不争的事
实。2020年10月份，一辆比亚迪秦Pro新
能源车曾在山东烟台长宁路特来电充电站
内发生起火事故，造成涉事车辆大面积过
火并损毁。同年5月份，一辆秦Pro EV在
深圳某充电站发生起火事故。从事故视频
来看，最开始车辆左侧及底部出现较为猛
烈的明火，在消防队的积极救援下，虽然大
火得以扑灭，但车子最终被烧成了空架。

资料显示，比亚迪秦Pro新能源车包
括DM车型和EV车型，补贴后售价区间
为13.69万元-19.99万元。其中，DM车型
补贴后售价区间为 13.69 万元-19.49 万
元，EV车型为14.49万元-19.99万元。值
得一提的是，比亚迪秦Pro新能源车搭载
的不是刀片电池，而是三元锂电池。当

然，此次自燃事故是否是由电池引发的，
还需相关部门调查后才能得知。

今年以来，比亚迪新能源车市场端销
量持续放量。以今年 10月份为例，比亚
迪销售乘用车8.89万辆，其中新能源乘用
车销量 8万辆（DM-i车型销售 3.88万辆，
EV车型销售4.12万辆），占比达90%。

续航里程越长
电动汽车越易起火？

近年来，国内外电动汽车起火事故频
发，电动汽车安全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电池着火问题更是成为关注的焦点。

业内认为普遍认为，目前电动汽车整
车企业过度追求长续航，进一步激化了安全
与里程之间的矛盾，导致车辆过重、耗电过
高、实际排放过量、自燃等问题层出不穷。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此
前发布的《2020动力电池产业发展报告》
(下称《报告》）称，根据2019年发生的动力
电池自燃事故，长续航里程的电动汽车更
容易起火。发生起火的动力电池，主要为
搭载在长续航里程或大型车辆上的高能
量密度电池，类型主要为三元锂电池。《报

告》认为，这属于电池能量密度配套问题。
记者注意到，三元锂电池和磷酸铁锂

电池是目前电动汽车最常用的两种锂离
子动力电池。二者的区别在于正极材料
不同：前者能量密度更高，续航里程更长，
但成本偏高；后者则具备高充放电次数和
热稳定性更强的特性。

动力电池起火，一般分为充电自燃、
碰撞冲击燃烧、行驶自燃和涉水自燃四种
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动力电池起火大多
发生在夏天，5月份和 6月份是动力电池
起火的高发月份，原因主要是长时间高
温、雨水等环境因素导致电池性能发生了
变化。其中，充电自燃和行驶自燃的危害
性最大。充电自燃发生时，通常没有先
兆；行驶自燃发生时，起火速度较快，逃生
难度较大。

在目前电网电能主要来自燃煤的情
况下，节油而耗电高的长续航纯电动车被
很多人质疑“背离了电动汽车节能减排的
宗旨”。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建
议，应该把安全性放在新能源汽车发展的
第一位，用增程技术解决安全与里程之间
的矛盾。应坚持节能减排宗旨，将纯电动
乘用车微小型化，发展各种增程式电动车。

比亚迪回应起火车辆系2019年销售
业内称续航飙升激化安全与里程矛盾
此次自燃事故是否由电池引发，还需等待相关部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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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科远智慧“3亿元
存款被质押”事件再曝新料。

11月 24日晚，科远智慧在回
复深交所问询函时爆料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智慧投资在浦发银行
南通分行购买的定期存款共有
2.95亿元存款被质押。担保对象
除了此前被曝光的南通瑞豪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通瑞豪”）外，还包括另一家南通
本地公司储荣（南通）材料科技
有 限 公 司（以 下 简 称“ 储 荣 科
技”）。公司定期存款被作为南通
瑞豪、储荣科技开具银行承兑汇
票质押担保的金额分别为1.75亿
元和1.2亿元。

为了印证公司不存在公章内
控管理的重大缺陷情况，公司自
查后获悉，2020年 7月 3日，经公
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安排财务部
相关人员按照公司《印章管理制
度》的规定办理了相关印章及营业
执照的借出流程，于2020年7月6
日赴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柜台办理
开户手续，后续存款业务均通过浦
发银行网上银行办理。经自查，公
司相关的资金调拨申请审批流程、
公章借出申请及营业执照借出申
请审批流程均合规有效。

公司方面强调，公司未在浦
发银行南通分行办理过质押业
务。截至公告日，公司还没有
收到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提供的
任何质押手续证明材料。公司
在知悉质押事件后，向公司现
任的各位董监高以及 5%以上
股东通报了此事，通过现场以
及电话问询方式自查后获悉，
公司现任董监高及 5%以上股
东均对上述公司相关存款被质
押事项不知情。

与此同时，按照深交所要求，
公司年审会计师就 2020 年底银
行存款询证函回函情况作了说
明。年审会计师称，“我们针对公
司子公司智慧投资截至 2020 年

12月31日止，存放在浦发银行南
通分行营业部的款项采用了财政
部办公厅、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
印发《银行函证及回函工作操作
指引》的通知中规定的银行询证
函格式向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营业
部进行了函证。”

询证信息显示，年审会计师
就智慧投资在浦发银行的 9笔存
款进行了询证，询问是否存在冻
结、担保或其他使用限制，是否属
于资金归集（资金池或其他资金
管理）账户等，结果显示均为“否”。

离奇的是，11月 24日晚，在
科远智慧公告发布 40分钟后，涉
事方浦发银行在官微上发布《声
明》称，“经我行核查，南京科远智
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审会
计师收到的‘2020年底银行存款
询证函回函’非我行出具，我行南
通分行已将相关证据资料提供公
安机关作进一步查证。”

浦发银行在《声明》中透露，
11月 12日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接
到客户科远智慧对其有关存款业
务提出查询和疑问，南通分行立
即就该笔业务进行调查，并根据
相关情况于 11月 15日（周一）向
公安机关进行了刑事报案，提供
了相关业务资料。目前，案件侦
办正在推进，银行全力配合公安
机关相关调查取证工作，以利尽
快查明事实真相。浦发银行南通
分行各项经营工作正常有序，客
户服务未受影响。

科远智慧年审会计师收到的
存款询证函回函到底是真是假？
事情变得愈加扑朔迷离。

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斌
律师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年审会
计师向银行发了询证函，在电话
地址不错的情况下，询证函还有
人签收、盖章并寄回，这只能说明
银行可能有‘内鬼’。至少目前来
看，这种可能性能把前面公司刚
买的理财产品为什么在第一天就
被质押的事情串起来。上市公司
很可能就是受害者。”

“3亿元存款被质押”事件再曝新料

科远智慧与浦发银行
各晒证据隔空“互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