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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蔚来旗舰轿车续航可超1000km

1月 9日，在成都举行的2020蔚来日上，
蔚来首款搭载全新自动驾驶技术的旗舰轿车
ET7正式发布并开启预售。

该款车打破常规，将高性能自动驾驶传感
器自然融入车身线条，定义了自动驾驶时代的
汽车外观设计。其车顶予以超远距高精度激光
雷达和800万高清摄像头的“瞭望塔”式布局。
蔚来超感系统Aquila配备了33个高性能感知
硬件，每秒可产生8GB图像数据。同时，新车
搭载全球首款基于UWB技术的数字钥匙，实
现厘米级精准定位；全系标配智能无框电吸门，
自动预开，让上下车轻松自如；来自热带雨林的
可再生藤木Karuun首次被应用在量产车上；
前后排标配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新车还搭载全球首个车载人工智能系统
NOMI，全系标配 HUD，10.2 英吋 HDR 仪表
屏，12.8 英吋AMOLED 中控屏，后排多功能
控制屏，多屏交互。此外，新车标配23个扬声
器，输出功率达 1000 瓦，打造首个 7.1.4 车载
沉浸声系统。

新车应用了蔚来第二代数字座舱技术，搭
载高通第三代数字座舱计算平台，搭配强大的
新一代移动互联域控制器，拥有5G，V2X，蓝
牙5.2，Wi-Fi 6，UWB等车载领域最强的车
载移动互联与通讯能力。蔚来超算平台Ad-
am 配备四颗英伟达 NVIDIA Drive Orin
芯片，算力高达 1016TOPS，超过 7 个 Tesla
FSD的算力总和。

与其众多“高智商”的“黑科技”相匹配的
是，其高性能基因也得以延续，新车搭载双电
机智能四驱系统，前永磁电机，风阻系数低
至0.23Cd，百公里加速仅3.9s，100-0km/h制
动距离仅33.5m。

在本次活动上，蔚来正式发布了150kWh
的电池组，采用最先进的量产固态电池技术，
实现50%的能量密度提升，通过材料和工艺的
创新，实现了360Wh/kg的超高能量密度。而

搭 载 此 容 量 电 池 组 的 ET7 续 航 将 超 过
1000km。

换电站上线自动泊入一键换电

除了新产品的比拼外，新能源汽车能否一
路畅通很大程度取决于充电桩配备。因此，新
能源汽车市场上有种说法，得充电桩者得天下。

截至目前，特斯拉在中国大陆的超级充电
站突破600座，约5000余个超级充电桩，以及
超过2000个目的地充电桩，覆盖超过270个
全国各主要城市及城市间连接线。

相较于充电而言，一直以来，蔚来都更青
睐换电模式。蔚来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
曾表示，一键充电和换电，都是赔钱的，但可以
很好的弥补用户在家充之外的20%空白，那就
是值得做的。他的判断是，在销量不大时，这
些增值服务也不会赔多少。蔚来换电站最早
于2017年首次亮相。2018年 5月，蔚来第一
座换电站在深圳南山科技园投入运营。日前
蔚来官方宣布，截至2020年10月5日，蔚来用
户累计换电超过100万次。

在本次NIO Day 上，李斌分享称，在过
去的 2020 年，蔚来新增了 43728 个新用户。
截至目前，有超过66%的用户安装了家充桩；
超充网络已落成 100 座超充站，792 根超充
桩；蔚来的充电地图接入28.5万多根三方快充
桩，覆盖全国300多个城市。2020年 9月，蔚
来发布Power Up Plan，计划全国部署3万
根20kW直流桩。2020年 12月，打通全国第
一条川藏快充路线。从成都至珠峰大本营，沿
途布局 14 座蔚来 20kW 快充站，全程超过
2900公里。117座换电站，累计换掉超过149
万次，平均每12秒就有一台满电蔚来出发。

即日起，蔚来正式推出第二代换电站。第
二代换电站将拥有最多13块电池，日均服务
频率312台次，支持自动泊入，车主无需下车，
车内一键启动自动换电。到2021年全国累计
落成500座换电站。

2021新年伊始，销量猛增的长安汽车，又
推出了2021款CS85COUPE，共推出6个车型。

此次推出的 2021 款 CS85COUPE，在外
观、内饰、动力和智能化配置上都进行了全新
升级，并提供两种可选动力组合。

新车继续采用跨界溜背造型，前脸设计采
用家族设计基础上，大面积熏黑工艺和立体单
元格+横条的格栅造型，红色S标识以及底部
左右两侧的红色装饰相呼应。

同时，在0.618黄金法则设计指引下，车身
增长，后悬增加，视觉中心下移，不仅整车低趴
感更强，风阻系数也接近至 0.3，比传统 SUV
降低约20%，90-120Km/h等速油耗相对传统
SUV可降低0.6-1L油。

新车前大灯采用 ABB 等豪华品牌供应
商，欧司朗高性能的LED芯片，亮度相对传统
大灯提升一倍，同时寿命高达 5 万小时（30
年），有效降低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主透
镜加4颗晶钻式透镜的设计，搭配3D立体灯
带的交替“呼吸”，更显动感。

不 止 前 脸 造 型 引 人 注 目 ，2021 款
CS85COUPE尾部设计也极具看点。夸张的
尾部造型冲击力十足，不止后包围细节黑化，
扰流造型的后备厢盖，以及网状设计和碳纤维
纹理的运用，都更显细节品质。再配以跑车式

雾灯造型、双边双出椭圆造型尾排，强悍的运
动感气息不言而喻。

新车依然采用环抱式星际驾舱。整车软质
内饰占比58%以上，超出同级车型13%。包括
仪表板、门板装饰板等细节处均采用软质包覆。

新车无论玻璃还是遮阳帘，皆可用语音控
制任意开度，更可遥控开启/关闭天窗。四门
一键升降，后排中央扶手，前排座椅加热，副驾
电动座椅，以及30多万豪华品牌才的有64色
氛围灯等贴心配置也应有尽有。国内首发64
色氛围灯还可与音乐节奏联动。

汽车产业已经进入快车道，智能化逐渐成
为发展主题。新车便是长安汽车智能化研发
领域的集大成者。

新车搭载两款动力组合。其中，D20TGDI
直喷增压发动机是由长安本部、长安英国中心
合作开发的蓝鲸动力，最大功率171kW，最大
扭矩 360Nm，动力表现媲美 3.5L自然吸气发
动机。而与之匹配的爱信第三代 8AT 变速
器，使得换挡响应时间小于0.8s。蓝鲸1.5T高
压直喷发动机，配合技术领先的 7DCT 变速
器，最大功率131Kw，最大扭矩265N·m。

近日，长安汽车公布2020销量数据显示，
2020年，长安汽车累计销量高达200余万辆，
同比增长14%。

相关

加速迭代 长安汽车CS家族又添新成员

新年伊始，面对特斯拉的步步紧逼，作为国内造车新势力头部企业的蔚来也不甘
示弱。1月9日晚，2020NIO Day上正式发布蔚来首款搭载全新自动驾驶技术的旗
舰轿车，以及150kWh电池系统,第二代换电站等核心技术。而就在昨天有消息称，特
斯拉中国工厂将生产价格16万左右的新车。面对特斯拉高中低端市场的全面围攻，
蔚来这次能硬扛特斯拉吗？

Zara三姊妹品牌退出中国市场 快时尚为什么不行了？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唐小堞

快时尚退出中国市场已按下加速键。日
前，有消息称，Zara母公司Inditex集团旗下的
年轻品牌 Bershka、Pull&Bear、Stradivarius
将关闭所有中国门店，仅保留官网等电商渠
道，预计关店工作将在2021年年中前完成。

记者了解到，这三个姊妹品牌早在去年就
开始陆续撤店，目前重庆地区的Stradivarius
已关闭全部门店，Bershka 和 Pull&Bear 各余
一家门店。不过，这两家门店正在开展打折清
仓活动，1月10日是营业的最后一天。这意味
着，从1月11日起，Zara的三个姊妹品牌将彻
底退出重庆市场。

重庆最后两家门店11日将关闭

据 了 解 ，作 为 快 时 尚 品 牌 ，Bershka、
Pull&Bear、Stradivarius 在国内已布局多年，
一度占据着不少年轻人的衣柜。这三个品牌
经常会同时出现在一个购物中心，风格略有区
别，价格较Zara略低。

记者查询发现，目前重庆地区的Bershka
和 Pull&Bear 各余一家门店，均位于时代天
街，而Stradivariu早已全部关店。据多个商场
的相关负责人透露，Bershka、Pull&Bear 在
2020年已经陆续关店，Stradivarius的关店时
间则更提前一些。

目前，Bershka和Pull&Bear位于时代天街
的门店已开启了大规模清仓甩卖，部分货架已经
清空。据工作人员介绍，1月10日是两家门店营
业的最后一天，之后将彻底从重庆市场退出。至
于退出原因，工作人员表示为“集团决策”。

从现场情况来看，这两家门店甩卖的服装
主要为短袖、牛仔裤、裙子、外套等，价格在几
十元到百元左右，但消费者依旧看的多买的
少。主要原因有“质量、款式、价格”，尤其是质
量备受吐槽。“这三个品牌的质量都不是太好，
款式也不谈不上非常时尚，就算在打折也不知
道该买什么。”市民夏小姐表示，快时尚或多或
少存在着服装质量不好的问题，但这三个品牌
的问题很明显，基本上穿一两次就会变形。“买
过几次就再也没买过了，所以关店了一点遗憾
都没有，反正可替代的很多。”

李小姐对这三个品牌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她进一步补充道：“已经很多年没为这三个品

牌‘剁手’了，逛街时会来看看款式，但不会购
买。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品牌的设计不太
贴合中国消费者的身材，经常去试穿了会发现
不合适，再加上品质不好，总体性价比不高。”

去年已提出全球关店计划

实际上，Bershka、Pull&Bear、Stradivari-
us三个快时尚品牌退出中国市场早已有迹可
循。受到疫情冲击，Inditex集团 2020年第一
季度亏损了4.09亿欧元，为上市以来的首季亏
损。第二季度扭亏为盈，净利润为 2.14 亿欧
元。与此同时，Inditex集团提出了史上最大规
模的关店计划，将在未来一年关闭全球1000-
1200家门店，其中多数为ZARA外的子品牌。
而到了第三季度，Inditex集团实现了8.66亿欧
元净利润，但仍较2019年同期下跌26%。

今年，Inditex的关店计划更加明确，速度也
更快。据不完全统计，Bershka、Pull&Bear、
Stradivarius在国内还剩余40余家门店，这些门
店将在2021年年中全部关闭。

关闭线下门店的同时，Inditex集团在电商
业务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线上销售额增幅
达76%，在线访问量增长了44%，达 34亿次。
根据 Inditex预计，在线销售额将从2019年的
14%提升到25%。三个品牌关闭后，还将保留
线上销售渠道。对此，Inditex向媒体回应道：

“基于我们对中国消费者需求不断分析，
Inditex旗下的年轻品牌将着力加强其电子
商务的发展。”

目前，Inditex在中国线下商场仅保留快
时尚品牌Zara、中端品牌Massimo Dutti、
内衣品牌Oysho和家具品牌Zara Home。

快时尚品牌掀起中国市场退出潮

除了Zara 的三个姊妹品牌，还有众多
的快时尚品牌在中国市场“水土不服”，纷
纷宣布退出。

资料显示，2018年11月末，英国高街服
饰零售商 NEW LOOK 宣布退出中国市
场，并在2018年内关闭剩余120多家门店。
同年11月，Topshop宣布关闭天猫旗舰店，
结束了四年多的中国电商旅途。2019年 5
月，Forever 21宣布，由于国际业务运营策
略调整会在正式退出中国市场。

此外，GAP 旗下子品牌 Old Navy 于
2020年初撤出中国，紧接着Esprit宣布当年5
月31日将全面关店，而此前其天猫旗舰店、线
下门店、官网已加入1折清仓阵营。2020年 7
月，英国快时尚品牌Topshop宣布将在10月
关闭其在香港的最后一间门店，至此彻底退出

大中华区线下零售渠道。
毫无疑问，曾经站在潮流前沿，且价格亲

民的快时尚，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国内消费
者对于品质、品牌以及审美的需求。尤其在疫
情的背景下，这一趋势正在愈加明显，也加快
了市场洗牌。

对于快时尚掀起退出潮这一现象，重庆零
售商协会秘书长王巧玲告诉记者：“近年来，有
不少快时尚都败走中国，Zara 的这三个姊妹品
牌不是第一批，也不会是最后一批。这些品牌
大多面向年轻消费者，而年轻消费者对于潮流
的喜好是不断变化的，同时购买方式已向线上
迁移。走线下路线的快时尚退出国内市场，是
一种正常的优胜劣汰的现象。”

她分析，快时尚近年来出现颓势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是时代变迁的结果。“首先，快时尚
兴起源于它们紧跟潮流，同时价格便宜。但随
着时间推移，消费者不再盲目追求国外潮流，
对于服装的品质和款式也有了更高的要求。
但很多快时尚既不‘时尚’，也没有价格优势，
没有有跟上消费升级趋势。其次，很多国外的

快时尚品牌，对于中国市场研究得不够透彻，
提供的产品与消费者需求有一定的脱节。第
三，电商平台的兴起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具有
性价比的选择，也在无形中削弱了快时尚的吸
引力。”

在她看来，尤其是在疫情后，人们对于服
装的需求将越来越倾向于实用、性价比、品质、
个性化等方面，对于快时尚的考验将越来越
大。“从当前市场表现来看，并非所有快时尚在
国内市场都发展得不好。部分发展得好的品
牌，有几大特征：一是受众层面更广，二是对产
品品质进行了较大提升，三是进行了本土化设
计，更贴近国内消费者，四是大力发展线上渠
道和多种提货方式。”她表示，预计 2021 年将
是服装市场全面向线上倾斜的一年。

声音

疫情加速服装市场优胜劣汰 向线上倾斜是大势所趋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等3户债权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拟对北汽银翔汽车有限公司等3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债权基本情况：截止基

准日2020年6月22日 ，债权合计为 292,463,094.79元。该资产包总计3户，债务人主要分布在重庆地区，资产位于重庆市，抵押资
产以土地使用权、工业厂房为主。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http://www.amc023.com。

交易条件为：投资者信誉良好，能够按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要求支付转让价款，并能够接受债权资产存在的瑕疵及
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交易资金来源合法。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
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处置方式：拟以公开处置方式对外转让本次公告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拍卖、公开竞价、竞争性招标等方式。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止。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联系。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具体信息以相关债权资料及法律文件为准。本公告仅具有要约邀请的效力，本公司有权自

行解除该要约邀请或按照实际情况对拟处置资产进行调整。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电话：13594250167 公司网址：http://www.amc023.com
联系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金融城3号T1栋24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3）65856571 陈女士

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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