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速布局 高质量发展

华晨雷诺成就行业典范
本报记者 刘 佳

核心
提示

2018年12月18日，注定是一个被载入史册的光辉日
子：世人瞩目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回首奋斗历程，展望光明前景，神州大地激荡着一个共
同的声音：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

同一时刻，在东北沈阳，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简称
华晨雷诺）涂装车间升级改造项目举行奠基仪式。华晨雷诺用
这一特殊方式表达心声：改革开放的路上，我们正阔步前行。

法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和省、市领导以及华晨集团与法
国雷诺集团代表、华晨雷诺的相关领导共同见证了华晨雷
诺发展历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从 2017年12月15日正式成立，到今年11月广州车
展上率先推出两款搭载全新金杯LOGO的新车型——
“观境”和“领坤”EV，华晨雷诺实现了从轻型客车单一市
场向乘用车市场扩充以及抢先布局新能源商用车市场的
目标，全新金杯LOGO的亮相也将助力金杯品牌实现全
面升级，让金杯品牌焕然一新。

短短一年，这个合资公司发展速度之快、效率之高，让
业界有目共睹，年轻的华晨雷诺正在创造中国汽车界的一
个又一个新奇迹，成为合资合作的辉煌典范。

华晨与雷诺的合资合作引起了
国内汽车行业的极大关注，不仅因为
这是两个强者的联合，将引发中国汽
车市场特别是商务车市场的变局；也
因为其合资合作模式与众不同——
华晨雷诺史无前例地开创了一个在
合资公司同时开发和经营外资品牌
和自主品牌的全新模式。在今年的
广州车展上，华晨雷诺旗下的金杯品
牌新 LOGO 正式亮相，被外界看作
金杯转型升级的重要时刻。

在人头攒动、激情澎湃的广州车
展上，金杯新 LOGO 一亮相便让观
众眼前一亮。它以充满科技感和品
质感的银色为主色调，一改金杯品牌
传统的具象杯体，而是以金属化纹理
抽象地保留了老金杯品牌的精髓，与
雷诺品牌刚劲有力的盾牌融为一体，
象征了华晨与雷诺在品牌及技术上
的完美融合，共同打造全新金杯可
靠、高效、多元化的品牌内涵。随着

新 LOGO 的焕新登场，华晨雷诺合
资公司旗下的金杯品牌也进入品牌
发展的全新阶段。

如今，华晨雷诺合资平台下的全
新金杯品牌，以用户为中心，以市场
为导向，以合资优势为背书，共享雷
诺—日产—三菱联盟的先进技术及
国际化供应商体系，为用户提供可靠
耐用的产品。通过高效实用的产品
组合为用户创造价值，以高度定制化
的产品和服务为更多用户带来全新
的用车体验。

同样是在今年的广州车展，搭载
金杯新LOGO的“华晨雷诺观境”迎
来首发，这是华晨雷诺布局乘用车市
场的第一款产品。时尚的外观造型、
舒适的内部空间、智能互联系统的加
持，让这款产品一亮相就好评如潮。
以“观境”为起点，华晨雷诺针对金杯
品牌制定了全新的发展规划，在稳健
MPV 市场的基础上实现全面突破。

以 7 座 SUV 产品“观境”的亮相为标
志，华晨雷诺正式打响金杯品牌从
LCV向SUV市场扩充的第一枪。

金杯品牌的焕新升级，仅仅是华
晨雷诺一年来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一
个缩影。

12 月 18 日，华晨雷诺涂装车间
升级改造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华晨雷
诺扩展生产规模、践行本土化发展的
又一重要举措。据了解，此次涂装车
间及焊涂总通廊改扩建项目将新增
建筑面积 4.3万平方米，升级完成后
将达到年产15万辆白车身的涂装生
产能力，并承担未来引入的两款雷诺
主力轻型商用车 Master、Trafic 以及
金杯现有产品的白车身前处理、阴极
电泳底漆、中涂、面漆和罩光清漆喷
涂及烘干等生产任务。

祁玉民表示：“即将新建的更
高效、更智能、更环保、更节能的涂
装生产线，必将为华晨雷诺合资公

司未来的多品种、大批量生产奠定
坚实的基础，推动企业实现在全新
技术平台上的产品更新换代和技
术升级。”

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
CEO 欧阳杰表示：“华晨雷诺取得
的成绩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帮
助。未来，华晨雷诺将继续积极开
拓中国商用车市场，立足中国，放眼
全球。”

涂装车间扩建改造项目的破土
动工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原车间生产
线的升级优化，显示出华晨雷诺进
一步加速企业战略规划落地的步
伐。面向未来，华晨雷诺工厂生产
线将全面升级，并对标雷诺—日产
—三菱联盟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
进一步加强对生产制造各个环节的
精益求精、严格把控，为公司未来生
产更多高端产品以及新能源产品夯
实基础。

新金杯领衔 迎来转型升级品牌发展新时代

一年前的 12 月 15 日，继华晨宝
马之后，辽宁省及沈阳市的汽车工业
发展史上再次迎来值得铭记的一天：
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在沈阳
宣布正式成立，开始书写又一段合资
合作的传奇。

省委、省政府对合资公司项目的
进展一直给予高度关注和大力支
持。“好像两个命中注定的情人，就算
世界再大，也终会相遇。”彼时，华晨
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祁玉民这样形
容华晨与雷诺的合作。

众所周知，“金杯”作为中国商用
车发展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
的企业，不但揭开了我国商用车历史
的第一页，也是整个中国汽车产业发
展史上绝无仅有的、能够以一个品牌
撑起一个行业荣耀的发展奇迹。“金
杯”作为中国轻型商用车当之无愧的

“第一品牌”，累计产销超百万辆，拥
有超过150万用户，连续30年引领中
国商用车市场发展，可谓商用车行业
名副其实的王者品牌。

而诞生于 19 世纪的法国雷诺，
不仅推出了世界第一辆 MPV，更是
欧洲第一款电动轻型商务车的缔造
者。120年的发展历程，成就了雷诺
强大的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雷诺—
日产—三菱联盟更奠定了其在全球
商用车市场的引领者地位。

两个强者惺惺相惜，彼此倾慕。
2016年5月23日，华晨汽车与雷诺集
团初次达成合作意向。此后，双方代
表进行了多次会面，就合资合作过程
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协商、决策和推
进。终于在2017年12月15日双方正
式牵手，宣布开启合资合作新征程。

在时代赋予的新机遇下，华晨
雷诺合资公司应运而生，为中国汽
车产业注入新的活力。华晨雷诺合
资公司自成立的那一刻起，也开启
了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新纪元。华
晨雷诺不仅开创了在合资公司同时
开发和经营外资品牌和自主品牌的
全新模式，也为华晨搭建了共享雷
诺世界先进技术和国际化供应商体
系的平台。

也是从那一刻起，华晨雷诺开
启了高速发展的模式。仅仅在公司
成立 120 天后，华晨雷诺就首次以
整车企业的形象出现在北京车展的
舞台上，并发布了企业中长期战略
规划。华晨雷诺明确未来要做到

“三个引领”：第一，要做轻型商用客
车的引领者；第二，要做轻型客车新
能源车的引领者；第三，要做个性化
需求专用和改装商用车的引领者。
在“三个引领”的推动下，华晨雷诺
正以惊人的效率为业界带来更加喜
人的成果。

强强联手 开启合资合作发展新纪元

2018 年是世界风云激荡的一
年。在改革开放 40 年春风的沐浴
下，进入全新发展周期的中国正以更
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汽车产业
为代表，更进一步、更深层次地扩大
开放，将为整个产业带来更加多元、
更加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可以说，
从今年起，中国汽车产业或许已经开
启了一段全新的征程。

正是在“新时代中国汽车产业
4.0”的时代背景下，丰富的市场容
量、巨大的转型机遇、合作发展的无
穷潜力、跨界融合的想象空间……对
于刚刚成立的华晨雷诺而言，这些既
是摆在面前的重重挑战，更是难得的
发展良机。

华晨雷诺成立后仅半个月便进
入2018年，可以说，2018年是华晨雷
诺的起步之年。为此，华晨雷诺确定
了非常清晰的发展目标，并在一年时
间里，通过在不同领域的深度合作与

积极探索，向着实现“三个引领”的战
略目标不断迈进。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飞速发展，
消费者对高效快捷的物流服务需
求不断提升，消费升级正推动城市
物流向智慧、高效发展。今年 9 月，
华晨雷诺与“货拉拉”正式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共同开拓城市智慧物
流市场。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署，开启了城市货运平台与主机厂
合作的全新模式。双方将整合物
流“上下游业务链”，实现整车资源
与城市物流平台的完美对接，优化
车辆运力，降低物流成本，实现效
率、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双方
将 以 货 运 产 品 为 载 体 ，依 托 互 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
共同搭建多元化的城市物流平台，
为城市物流“最后一公里”提供智
慧高效的解决方案。

在与其他领域开展交流合作

的过程中，华晨雷诺也积极寻求切
入点，进行大胆尝试。目前，华晨
雷诺同滴滴出行、京东、阿里等互
联网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不仅在城
市出行、城市物流领域通过自身优
势打造行业新标杆，同时在营销领
域，通过与知名互联网电商平台强
强联手，实现企业在营销方面的新
突破。

与此同时，随着国家政策、法规
的不断完善和消费者环保意识的不
断增强，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以超过
40%的年均增速持续高速增长，保有
量 占 全 球 新 能 源 汽 车 保 有 量 的
50%。新能源商用车市场需求量也
不断攀升，已经成为国内汽车消费市
场的新蓝海。

正是凭着对市场敏锐的洞察，
华晨雷诺在今年 11 月举行的广州
车展上发布了首款新能源产品——

“领坤”EV。它的亮相，体现了华晨

雷诺深耕“城市物流最后一公里”最
优解决方案的品牌实力，树立了城
市绿色物流的新标杆。以“领坤”
EV 为坐标，华晨雷诺在新能源产品
领域将不断大胆尝试，全面对标国
际先进技术，严格把控产品品质，为
市场和消费者带来更多安全可靠且
多元化的新能源产品。

除此之外，华晨雷诺也在积极试
水 改 装 车 领 域 ，目 前 已 经 同 法 国
Lamberet 公司、Klubb 公司的研发项
目团队展开积极合作，分别进行高端
冷藏车和举升车的样车开发工作，并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双方公司针对
合作项目投入了专业的项目团队进
行管理和开发工作。未来，华晨雷诺
将积极开拓中国改装车与专用车市
场，实现在救护车、警用执法车、房
车、福祉车、冷藏车等多领域的全面
布局，并引进大、中、小专用底盘，立
足中国市场，销售全球。

多领域尝试 “三个引领”战略再提速

今年 10 月，华晨雷诺的股东在
巴黎与辽宁省政府共同完成了战略
合作协议的签署，全面推动双方在更
高层次、更广范围的合作。

根据协议，到 2022年底，华晨雷
诺将推出7款LCV产品，在未来两年
内将率先推出 3 款新能源产品。此
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仅将加快合
资公司对新技术、新产品、新车型的
引进步伐，同时将不断提升华晨雷诺
的本土化产品研发能力和水平。

辽宁省和沈阳市政府也将在工
业用地、仓储物流成本补贴、固定资
产投资补贴、企业发展专项补贴、新
能源汽车产品补贴、高级管理和技术
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免等方面给予合
资公司大力支持，为华晨雷诺的未来
发展提供重要的后备保障。

对于此次战略协议的签署，省主
要领导表示：华晨与雷诺的合作项目

是辽宁乃至中国汽车产业对外合作
的一个重要成果。辽宁省和沈阳市
承诺，将大力支持汽车产业，助力新
能源项目和相关研发，促进产业发
展，带动供应链和产品开发。祁玉民
表示：凝聚三方力量，华晨雷诺将获
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必将迎来彻
底蜕变，以全新之姿开创中国商用车
市场新局面。

按照规划，未来，华晨雷诺将在
商用车、乘用车、新能源三大市场同时
发力，力争在两年内完成商业转型，在
2020年至2025年实现可持续的盈利增
长，2025年以后华晨雷诺预计市场占有
率达到20%，成为中国LCV市场前三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华晨雷诺将向着中国商用车市场
领航者的目标迈出铿锵步伐，助力中
国商用车行业迈上低碳化、信息化、
智能化新台阶。

新战略引领未来 2025年入主中国LCV市场前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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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晨雷诺涂装车间奠基。

华晨雷诺“观境”首发。

华晨雷诺与“货拉拉”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华晨雷诺“领坤”EV亮相。

华晨雷诺与“货拉拉”共同开拓城市智慧物流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