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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量上涨 市占率节节败退
近日，沃尔沃在浙江安吉举办了
“问·道 2018 沃尔沃汽车年中媒体沟
通会”。会上不仅公布了沃尔沃上半年
完成 61480 辆销量、实现同比 18.4%
增长的市场表现， 并且将这一成绩的
取得，归结为体系能力的不断完善。
单从沃尔沃此次发布的数据来
看，2018 年上半年， 沃尔沃全球销量
创 新 高 ， 达 317639 辆 ， 同 比 增 长
14.4%。 营业利润 78 亿瑞典克朗，较
去年同期增长 15.7%， 创历史同期新
高， 相比之下中国市场的增幅更显出
彩， 其销量占比更达到了沃尔沃全球
总销量的 20%，成为其品牌全球销量
最高的单体市场，表现不俗。 然而，在
这组华丽的数据背后， 沃尔沃没有提
及的是，其在豪华车市场的销量排位、
市场占有率、 库存压力、 产品溢价能
力、经销商盈利状况、用户口碑等方面
的节节败退， 而这些才是反映一个车
企实际健康情况的指标。
今年上半年，豪华车市场一路高
歌猛进， 整体销量增速远高于中国乘
用车整体表现，市场占有率方面，除了
6 月份以外， 豪华车市场均呈上涨态
势，然而相比之下，沃尔沃在豪华车市
场的销量占有率却从此前的 5%以上
下降到现在的 4.5%。 横向对比同为二
线豪华阵营的凯迪拉克和雷克萨斯，
近年来，除了销量的增长外，其市场占
有率同样稳中有升，其中，雷克萨斯目
前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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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60 恐难以再带给消费者“安全感”

盈利受困 经销商接连退网
市场占有率的下降，首先影响到
的是经销商的盈利水平。
沃尔沃官网显示，目前其全国经
销商数量为 238 家，而上半年销量比
其高出近一倍的凯迪拉克， 全国经销
商数量也不过才 200 家左右，同样在
销量上高过沃尔沃 7000 辆的雷克萨
斯在华经销商数量则更少， 目前仅为
189 家。 相比之下，沃尔沃经销商压力
之大不言而喻。
仅以 2017 年 12 月换代上市的
XC60 为例， 作为沃尔沃品牌的销量
担当， 这款车上市不过两个月就已降
价 2 万，而后优惠幅度更一发不可收
拾，截至目前现金优惠已经跌至 8 折
以下。
一位不便具名的知情人士透露，
对于经销商而言，目前沃尔沃在华销
售的 7 款产品中仅有一款车型赚钱，
而且这款车型之所以有利可图，关键
在于其限量、限渠道发售，未来，这一
双向限制一旦放开，其沦为赔钱货的
可能性极大。 另外，今年上半年某机
构对豪华汽车品牌的经销商盈利能
力做了一个评估，统计显示，沃尔沃
排名垫底，其盈利水平甚至不及此前
被曝出不得不调整“免费保养”政策
的英菲尼迪。
据可靠消息，目前沃尔沃经销商
的整体库存系数平均为 2.1，其中个别
经销商的库存系数已经高达 3.2，远超
于行业库存警戒线（1.5）。“库存压力
过大无外乎有两个结果， 首先低价甩
货， 以此换取售后利润， 此路不通的
话，只能以关店告终。”业内人士表示。
事实上，早在今年 2 月，本报就
报道过北京一家沃尔沃经销商由于盈
利困难关店的情况。如今，时隔不足半
年，杭州沃尔沃世之贸店也宣布退网，
而这家作为杭州首个开设的沃尔沃
4S 店或许只是华东地区沃尔沃关店
潮的一个开始。据悉，世贸集团拥有多
个沃尔沃 4S 店， 目前该集团旗下的
上海世之沃、 苏州世之贸已经连员工
工资都发不出来， 中层岗位更已空缺
多日。

曾有着内敛、低调、稳重性格的沃尔沃变了，它甚至不
惜以牺牲豪华品牌的属性换取销量的一时增长，而这些行
为正在令其丧失原有客户群。
在沃尔沃近期举办的中期媒体沟通会上，沃尔沃亚太
区掌舵人袁小林称，开辆沃尔沃，小三儿也会被认为是老
婆。 仅凭一句玩笑便对沃尔沃品牌加以质疑，或许显得过
于苛责，但是，如果我们将视角转移到消费者接触到的层
层面面，比如，沃尔沃亚洲旗舰店里，供客户休息的一把布
满污垢的椅子、4S 店技术水平的参差不齐、新车上市半年
内成交价即快速下降，以及其面对车辆群发性
的质量问题躲闪不作为等消费体验时，再去探
究沃尔沃当下的品牌态度也就不言自明了。

口碑垫底 消费者没了安全感
无论是北京还是杭州，目前来看，
店面出现有所变动的都是沃尔沃品牌
的老牌经销商集团，这也意味着，遭此
波及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据相关媒体
报道，对于车辆在修，以及由于车辆质
量问题和世之贸 4S 店尚存纠纷的车
主，沃尔沃方面并未做出妥帖安排，而
是将责任推向了已经退网的经销商。
这显然令消费者感到不满：“
买车
的时候我是冲着沃尔沃的品牌来的，
结果现在遇到问题了， 却被它抛弃
了。 ” 有此相同感受的消费者不止于
此，更为值得广泛关注的是，由于变速
箱失灵， 引发车辆失控的老款 XC60
车主们。
2014 年受变速箱质量问题困扰
的 XC60 车主致函沃尔沃中国，希望
他们对于车辆的质量问题加以重视并
解决， 然而沃尔沃方面却以湿式双离
合与大众干式双离不同为由拒绝了车
主们的请求。 2017 年 2 月，200 位沃
尔沃车主再次联名致函沃尔沃， 这一
次沃尔沃则选择躲在经销商后面，由
4S 店出面应对。 随着时间的推移，截
至 目 前 已 经 有 超 过 2000 名 沃 尔 沃
XC60 车主加入到维权行列。 即便此

事愈演愈烈， 沃尔沃依旧态度强硬没
有给车主们一个明确答复， 而是在车
主们组织的数次维权行动之后， 才通
过出台内部 7 年 16 万公里的“客户
关怀政策”以做对策。 对此，车主们显
然不能接受。
“沃尔沃的态度太令我们这些老
车友寒心了，未来不仅我们不会再购买
沃尔沃汽车，也会极力劝阻身边的亲戚
朋友购买沃尔沃。 ”作为 XC60 维权群
的代表之一，张昌洪告诉记者，当初买
沃尔沃的时候是奔着它的安全去的，如
今出了问题才发现，安全只是空谈。

管理脱节 缺乏体系能力
来 自 J.D.Power 最 新 发 布 的
2018 年中国汽车销售满意度研究报
告，在豪华车细分市场领域，沃尔沃在
九大品牌中， 排名垫底。 值得一提的
是，这份报告并不涉及产品层面，而仅
是按消费者整体满意度指数， 由购车
客户指数和战败客户指数构成。 在记
者采访的多位沃尔沃车主中， 明确表
示其经销商门店服务品质以及售后技
术水平参差不齐的大有人在。 而在沃
尔沃亚洲旗舰店里， 记者甚至发现其
客户休息区的沙发上布满油渍， 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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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与沃尔沃品牌的豪华属性相背离。
而在另一项 2017 年中国汽车售
后服务满意制度研究报告（CSI）中，
在豪华车细分市场， 沃尔沃排名依旧
靠后，表现也比 DS 略高一筹。 这项报
告中参考的标准有“服务质量”、“服务
后交车”、“经销商设施”、“服务顾问”
和“服务启动”，基本覆盖了用户到店
的全部行为。
是什么令沃尔沃的口碑沦陷至
此？ 分析人士一语道破：“皇帝不差饿
兵，当经销商的盈利都成问题后，厂家
还谈什么服务品质？ ”同时，上述问题
还暴露出了沃尔沃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管理脱节。
众所周知，近年来，由于人事变动
频繁，一朝天子一朝臣，导致沃尔沃缺
乏固定的打法、公司意志不明确，而这
只是沃尔沃暴露出上述问题的原因之
一，更为关键的是，沃尔沃缺乏战略、
目标，以及目标定力，甚至缺乏一个成
熟车企应该具备的目标分解、 行动计
划， 以及对行动计划追踪、 改善的能
力，“换人不解决问题， 需要换的是顶
层设计思路。”对沃尔沃近年来的内部
结构颇为了解的知情人士告诉记者，
目前的沃尔沃根本没有体系能力可
言，各部门各行其是，缺乏合力。
举个例子来说， 针对此前进口车
关税下调一事， 沃尔沃呈现给外界的
表现是反应迅速，但殊不知，其产品官
降方案是在政策信息发布后， 袁小林
亲自挂帅全公司连夜加班做出来的，
而非战略部门根据预判顺理成章提供
的方案，类似这种“拍脑门的决策”，恰
恰是一个企业缺乏体系力的表现。

“
沃粉”流失
沃尔沃自救时间已不多
沃尔沃在管理上暴露出的问题当
然不仅于此， 从 XC90 销量的惨淡，
到 S90L 定位的游离， 再到 XC60 产
品核心宣传力的缺失， 都在印证沃尔
沃欠缺全局意识，以及策略能力。而这
些对于沃尔沃来说或许还不是最危险
的信号， 或许其管理层还未意识到其
用 91 年的历史和品牌积攒的“沃粉”
正在远离他们， 而这才是沃尔沃当前
亟须重视和解决的事情。
“时代不同了，竞争关系也不一样
了，单凭一张‘安全牌’已经不足以支
撑一个豪华品牌的全部选择原因，沃
尔沃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所以
近年来一直在强调‘以人为尊’，可是
从其实际所做的事情来看， 这四个字
更像一句空谈，很多‘沃粉’都觉得沃
尔沃变了， 不再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以
及身份标签， 如果再换车将不再考虑
这一品牌。 ”上述人士表示。
沃尔沃到底哪变了？关于这一点，
除了上述内容以外， 或许可以从袁小
林在中期媒体沟通会上当众表示的
“
开沃尔沃的车， 如果旁边坐个小三，
会被认为是老婆； 而如果开某豪华品
牌，如果旁边坐的是老婆，可能会被认
为是小三。 ”找到一些端倪。
据悉，袁小林此言一出，立刻引得
“
沃粉”一片愤怒，他们不理解，沃尔沃
为什么要将品牌形象低俗化？
“
现在得过且过几年，未来想要修
复品牌价值及形象可能要花费几倍的
时间成本。”对沃尔沃品牌尚有几分感
情的该企业内部人士似乎看得比外界
更加透彻：“我们不需要创造一个新的
沃尔沃品牌， 但是需要准确地诠释这
个品牌， 寻找它的品牌精神和当代消
费者之间的关联。 一旦消费者失去了
身份认同，再想挽回就难了。而现在摆
在沃尔沃面前的事实已经非常残酷：
新的阵地尚未如期攻克下来， 大本营
文 / 记者 宋立伟
却正在被掏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