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你的产品蓝海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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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永生，特恩斯新华 信 市场咨询
（北京）有限公司CEO。

如果以换代车型的前六个月销量VS后六个月销

通过性车身、溜背式行李箱，冠道/UR-V是第一款合

量， 2014年与2019年呈现下滑的比例从11.2%增加到

资Coupe SUV，同样得益于7座SUV的平台，让5座的

了32.7%，新产品投发失利最终走向下线停产的车型

冠道/UR-V拥有全行业最强悍的第二排乘坐空间，由

榜单也增加到了29个。车企越来越困惑和焦虑，这个

此也奠定了本田品牌在中型/中大型SUV销量上一举

市场到底还有没有新的产品蓝海？

获得超越大众品牌的市场统治力。但可惜，绝大多数

众所周知，蓝海产品具备两个显著特征，一则无

Coupe SUV却不幸诞生于5座SUV平台，尺寸上的先天

市场竞争产品或行业尚处于非激烈竞争阶段的产品，

不足，令其在SUV本该最被认可的乘坐空间上大打折

上架就会有流量的，推广成本低。二则，因为市场的

扣，拖了后腿的产品力也使得他们生而艰难。像极了

空白，基本缺乏竞争品牌和相关产品进行价格参照

难兄难弟，产品力和Coupe SUV之间，不靠你推，却反

和对比。蓝海产品的定价并不是完全根据市场的规则

被你拉。

能够定出的。正如星巴克的猫爪杯，由于其独特的设

另一方面，Coupe SUV只是SUV平台上两个不同

计风格以及限购产品的路线和定价，一面市便遭到粉

的输出车型之一。这就意味着车企的出牌策略可以是

丝的疯抢，单个杯子可以卖到4000元左右的价格。可

“只生一个”也可以“有子有女方为好”，当然，即便是

以说这款产品对于市场而言，绝对是蓝海产品了，而

“生完一胎再生二胎”，也存在先生瑜还是先生亮的

且定价更是符合蓝海产品的独一性。

选择。而标准SUV和Coupe SUV不知道哪一个该发出

那么，Coupe SUV是不是一个蓝海产品？宝马

“既生瑜何生亮，君未归孤何安”的感慨。如前文所

2008年发布第一代X6之后的很长时期内，市场并没

述，Coupe SUV的最优组合自然是“品牌力强，产品

有出现追随者，直到近年Coupe SUV才逐渐爆红起

力也强”，而最惨组合则是“品牌力不行，产品力也不

来。但这个“爆红”的底色并不足，我们翻开9月的销

行”，所以，我们暂时忽略5座SUV平台的Coupe SUV，

售数据，奔驰GLC 13007辆、奔驰GLE 2546辆 、宝马

只讨论7座SUV平台的Coupe SUV。单以外型作为评

X3 11075辆、宝马X5 3445辆，而同期GLC-Coupe 171

价维度就会发现，不同时出现时，Coupe SUV的受欢

辆、GLE-Coupe 49辆、X4 153辆、X6 259辆，就会发现

迎度远远高出标准SUV，但如果先出现标准SUV再出

“爆红”的这个底色其实十分有限。

现和Coupe SUV时，后者的外型受欢迎程度就会被

目前已经入市的Coupe SUV车型大致来源两类，

急剧拉低。从市场实际的反馈上看也是如此，比如途

一类源自5座SUV平台，另一类源自7座SUV平台。对于

昂B柱往前的形象塑造使得途昂X在B柱往后的外型

后一类来说，在7座车上做出的5座Coupe SUV，对第

新颖性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也许正是谙熟这一点才坚

二排乘坐空间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乘坐空间正是SUV

定了本田冠道/UR-V只上Coupe SUV的决心，又也许正

最核心的产品力和卖点之一。所以我们看到诞生于7

是忽视了这一点，上汽大众才会后悔先上途昂后上途

座车平台的途昂X成为全行业唯一一款标准SUV和

昂X的策略，因为如果两者顺序反过来的话，可能市

Coupe SUV的销量比率可以缩小到3：1甚至2：1的车

场反馈会好很多。

型，近5米的车长、2米的车宽和3米的轴距给了途昂X
充分的空间保障。
而另一个聪明地选择了7座平台的车型就是冠道
/UR-V，按照Coupe SUV的三大特征，两段式厢体、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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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汽车四化的进一步演进，以及消费人群偏
好类型的变迁，能否找到产品蓝海和打爆方法仍然是
车企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的重中最重。一句话，产品
是一切决胜市场的基础。

年会归来话车友

杨鹏，生于70年代的陕西人，传
播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
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传播学、
新媒体、青年文化等。

刚刚过去的周末，我参加了一场车迷组织的年
会。几十辆同款越野车赛道竞技，泥浆四溅，酣畅淋

的含义，我们聚在一起，相互依托，相互支持，于是更
加强悍，无所畏惧。

漓；晚上又是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好不热闹。第一次

车友聚会，少不了切磋技艺，以车会友。于是就有

参加此类活动，切身感受到车友间的浓情厚意，忍不

白天下赛道的环节，十多辆车子论剑比武。越野赛道

住要说道说道。

上，旌旗猎猎，烟尘滚滚，人头攒动，战车狂飙。赛场

这些车友都是和我同款的越野车爱好者，活动组

如战场，车友如战士。经过最后的水坑障碍后，所有

织方叫做“山猫纵队——上海大队”。先说组织名称。

赛车无一幸免都是满身泥浆，就像披上了一件破碎的

“山猫”是这款越野车的别名，也在宣示着越野性格；

战袍。豁车不可脚软，越野不能打折。于是，过坎时总

“纵队”一词颇有些军旅的色彩，和这些车友的气质

会有上坡一刻前杠的撕裂声，有驼峰顶端底盘磕碰石

也很吻合。全国乃至全球都有这款车的拥趸，于是本

头的巨响，有下坡时后尾钩拖摩擦地面的怪叫……这

组织不得不特别标明地域范围。

都不算啥！瞻前顾后，如何尽兴？兄弟感情最值钱，要

我知道的其他一些车友组织，名字叫什么“部
落”
“军团”
“战队”的，基本上也都是越野车为主；有
些个性化的名字，带“联盟”
“天地”字样的，大都喜

玩就要豁出去，舍车取义！
到了夜间，爱车要歇息，朋友该登场。灯火通明
的酒店宴会厅，轮到这些大老爷们比武斗艺了。

欢组织远游活动；而城市车的车友组织，大多是什么

既然是年会，几个预见得到的场景都如期展现。

“公馆”
“家族”之类；至于“俱乐部”
“车友会”，或

主持人回顾一年来组织开展活动的成绩，展示明星车

者“什么什么之家”，就是比较通用的名称了。这

主网红会员的风采；赞助商台前致辞，给玩得最嗨的

各类名称有一个共同的用意，就是强调车友之间的

车友颁发各种名目繁多的奖杯奖品。大屏幕上的视频

紧密关系——要么像战友一般可以生死相托，要么

图片都是远游路上的风景，或者赛道越野的狼狈，但

就是血亲一家世代不分离，要么就是生活在同一个

一定缺不了聚餐、比心、拥抱，以及各种怪异的创意

地界天天碰面。

摄影姿态……

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你在青浦开工厂，我在杨浦

伴随着这一欢乐场景，背景音乐一定是许巍专

教学生，他在嘉定做生意……我们之间有何干系？不

辑，一定有朴树的《平凡之路》，也可能出现刀郎——

行！既然是战队、族人，我们必须要亲近！这不，到年

谁让这是车友会呢。哦，还有抽奖助兴，奖品提供者

底了，不聚一下难符“纵队”之名啊！

也免不了介绍一下自己公司的业务，改装车、保养车之

车友聚会，也是座驾的聚首。中午时分，我跟

类。其他的也都是年会标配：酒菜、香烟、荤段子。

着导航提示，把车开进了年会的日间活动场所——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称兄道弟的情节在一个

一处越野场地，发现已经停放了二十多辆和我同款

一个桌面上展开，进而又发展为一张一张桌子轮流

的车子。这时的感觉非常奇妙。怎么说呢，感觉就

敬酒、递烟、说一些带颜色的笑话。老婆、女友和

像是一匹马或者其他什么动物，平时和人、和各类

孩子都可以冷落在一旁，但一定要和兄弟拉手拥抱

不同物种你来我往，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此时突然

喝交杯。

发现了一群马。置身大量同类当中，熟悉的感觉扑
面而来，自然也增进了安全感。

越野圈里有一句口号，
“无兄弟，不越野”。言下
之意，玩越野就是玩交情。不知道其他类型的车友

与此同时，又会感觉自己有所膨胀，从一辆尺寸

会是怎么一个玩法，但是看看手机上、论坛里逐步

有限的汽车，变成一个庞大的方阵。看着每一辆其他

展开的年终聚会，大同小异。车，让我们结交了朋

车子，都跟自己一样，这大概是某种“归属感”的表现

友；朋友，让我们更好地享受玩车的乐趣。其实，

吧？这时候也意识到“纵队”
“战队”
“联盟”这类名称

就是这么简单。
iAU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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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营销新时代：一切都是心智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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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车市寒流滚滚，广州车展还是热风扑面。
广汽Aion LX轿跑3.9秒破百，超越特斯拉。它
正蒙，水滴真香事务局首席研
究员。

兄弟Aion S 已成爆款。
吉利ICON全能科幻座驾正式登场，紧凑型SUV
市场立马面临洗牌。

其实，这里面即说的是新能源车，也包括传统
燃油车。而所谓“非技术因素”，说白了，就是品牌
认同度不够。车已经做的相当到位了，但品牌溢价
没有，卖不出好价钱！
上汽集团乘用车公司总经理杨晓东说：
“这实

更火爆的，长安CS75 PLUS横刀立马，两月订

际上是一个关键问题，同样一款电动车（荣威或名

单过三万辆，可谓杀气腾腾。也让步步退守的中国

爵），卖到欧洲，3万欧元留学生愿意买，在国内

SUV品牌开始回暖。

就不愿意买，这可能还是观念问题，是需要持续经

最好玩的，上汽绿芯2020战略发布。不仅车展

营的。”

上MPV车型Vision-iM Concept吸足了眼球，关键是近

他宽慰自己的伙伴说：
“特斯拉能到上海来，到

百家专业媒体人士，在发布会上被拉进了一所小黑

中国来，我们也能到欧洲去，这可以形容朱军总的

房子，窥探未来“集智”设计经典之作Mar vel S。

初心，也是对他实力的自我解读。”

那颜值，足足PK保时捷或特斯拉！可上汽人谢绝拍
照，还跟媒体签署了保密协议。
大张旗鼓露脸的，千呼万唤不露脸的，中国车
企在车市寒冬中，好像都在“憋大招儿”。

不仅上汽。所有的中国车企在面对这个现实的
挑战。
中国市场的消费者习惯于相信和认同合资或外
资品牌。对中国品牌车子，则习惯于横挑鼻子竖挑

这应该叫做愈挫愈奋。

眼，不那么认同，或者很难轻易去认同。这是一个

其实，不论直道追车，还是弯道超车，不重要。车

客观事实。

市的竞争是长跑，关键是上坡超车——在对手筋疲
力尽的时候，你发力超越，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应该说，广州车展上中国车企带来的温度，已
经表达了他们的雄心壮志和能力。
不过，疑问还是存在的。

日韩、欧洲、美国，先进工业国家都不这样。
哪国人热爱哪国车，这是一种主流认知。美国市场
很开放，但在美国人最热衷的皮卡车这个品类上，
福特通用稳坐老大。这是中国车企品牌向上的一个
巨大挑战，有点像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

最大的疑问就是，当中国车企在技术上不断实

你要费吃奶的劲儿去奋斗。但汽车市场这位妈

现赶超，在产品上不断做出突破同时，中国品牌的

妈有时候多多少少有点偏心眼儿。这么多年“市场

价格为什么总是卖不上去？

换技术”教育结果就是，消费者厚此薄彼，那是天

中国品牌主流车型售价还在10万元上下，上冲15
万元的只有少数，再到20万元左右区间凤毛菱角。
而BBA等豪华品牌，低端车型也下探到20万元了。
中国品牌向上攻，合资外资品牌向下压。但利
润都在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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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但是我们还是要用技术手段去打败他。”

经地义。
面对这样的市场和消费者，就有了中国车企特
有的“中国之问”——车是好车，可谓上乘之作，
为什么卖不出好价格？
“中国之问”，当下仍然还是中国车企的烦恼。

以上汽为例。按技术中心副主任朱军的说法，在

中国最出色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先

新能源车上，中国车企在插电混动、纯电动的核心

生，曾在2005年提出一个“钱学森之问”：为什么这

技术上，事实上已经实现了领先，至少是保持了相

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大学没有培养出真正杰出的

当程度的综合优势，而在市场表现上不完全满意。

创新人才？

他原话这样说：
“大众同样的产品在中国市场

钱老说的这个“杰出”人才，是从零到一，那

打，为什么能打赢我们呢？主要原因是消费者不认可

种原创型、革命型、颠覆性的人才，而不是一般般

我们的品牌，这是额外的挑战，对我来说也是非技术

改进型、改良型、跟跑型的出类拔萃。

其实早在1995年，钱老就在书信中说，中国上

大的创新。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科技方面有许多很出色的原始

事实上，乔布斯不是发明家，更不是技术专

创新，但今天很少！为什么？
“我认为我们太迷信

家。他只是一个充满艺术气质的“技术拿来主义

洋人了，胆子太小了！”
“如果不创新，我们将成为

者”而已！当然，在美国文化的灯塔背书之下，他

无能之辈！我们要敢干！”

变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

这就是他老人家的原话。

马斯克一个样。最初，他是在好莱坞的明星小

破除迷信，解放自我，才能实现真正的进化。

圈子里，不断植入和撩拨、暗示自己“钢铁侠”的

当技术的黑箱不断被打破后，我们需要一场真

符号。特斯拉和他的猎鹰飞船、超级轨道等等，都

正的思维革命！中国车企品牌向上，是一场心智之

在不断发酵这个符号。他变成了“后乔布斯时代”

战，需要另辟蹊径，需要换一种打法！

美国精英内心中缺位的科技英雄。
正是这些精心的塑造，不断进行多周期、多

2

频次的暗示、撩拨和发酵，特斯拉跑车才会一炮走

为什么说心智之战？

红，持续走红，一举打进豪华车阵营，从而用品牌

就在广州车展期间，远在美国的特斯拉“火星皮

高溢价，弥补了电动车的高成本！

卡”已经刷屏了。也许我们可以去批评他，不过又是

美国这个国家，已经在金融泡沫中迷失了。但

制造噱头，但为什么马斯克拥有这么强大的感召

美国人民，甚至全球那些仍然仰望美国文化的“美

力，并且每一次都获得免费流量的追捧？马斯克占

粉”们，仍然需要英雄。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科技精

领受众心智的秘密是什么？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英的幻觉符号，来支撑灯塔国子民的虚荣心。

水滴汽车的团队一直坚持的“水滴传播理论”：
真正的品牌营销，一定要发现“震源”，
“震源”就

乔布斯和马斯克，满足了这个最根本的心智刚
需，这就是他们品牌成功的秘诀。

是传播的原点，大河之源头，那是产品的痛点、亮

要记住这一点，他们并不是因为高技术，才有高

点、痒点，然后围绕这个“震源”，要按照相应的节

品牌的。感性远远超过理性。他们着意去占领了消

奏和套路，去做撩拨、暗示和发酵。

费者的心智，才用那些并没有多少原始创新的技术，

我们同样还认为，有价值的好产品，必然要围

做出了一款又一款自带光环、天赋神韵的产品。

绕“人设、体感、场景”三要素，去进行全方位的

心理学有个“光环效应”。

立体塑造。

就是说，一旦你认为他好，怎么看怎么好，牛

技术的先进性和优点特点，如果不经过消费者

粪也会变成香花儿。中国话叫“情人眼里出西施”。

眼耳鼻舌身意去感受，效果就会打折扣。要知道，

这一次特斯拉电动皮卡Cyber truck，就是自我强

心智战争中，99%的消费者是感性的。他们往往先

化“光环效应”的例子。这款类似模具的造型，如果是

入为主地去认知事物，而不是经过理性分析。

出自中国车企长城皮卡，是魏建军先生提出的，或者

在心智之战中，理性是感性的仆人，感性才是
理性的主人!
在心智之战中，热爱是购买的前提，价格不过
是情感的随从！
马斯克和乔布斯，其实都是深谙此道的。
乔布斯说，偷窃就是最好的创新。在他看来，
用别人最好的技术，把别人最成熟的方案，都拿过
来，为我所用。通过自己的创意魔法棒，把这些冰
冷的物理原件，创造成真正的人间神器，这就是伟

是江铃皮卡生产的，不知道会被骂成什么样子？！
但这是我们的“钢铁侠”马斯克PK老福特的作品，
于是就变旷世杰作了。据说预定已达25万辆。
消费者真懂技术吗？他们真会货比三家吗？他
们真的那么在意性价比，或品价比吗?
不！他们真的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理智和较真！
相反，他们非常冲动，甚至有点……疯狂！
好了，那么我们要问一问：中国车企该怎么
做？怎么打赢心智之战？（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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