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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丰玉

近几年，汽车电商正在崛
起，但针对汽车电商的争论也
一直不断。4月23日，汽车之
家主办2016年汽车电商高峰
论坛，邀请各方人士纵论汽车
电商的问题和前景。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
发部主任徐长明指出，未来几
年，中国汽车市场将保持中速
增长，预计到2024年，中国汽
车年销将达3600万辆。随着
汽车电商平台的兴起，原有的
汽车销售服务生态系统将会向
新的均衡演变。从厂商角度，
目前的产能扩张很多，需要有

别于传统线下的新渠道消化掉
增量，降低厂商的集客成本。
在经销商眼里，希望能够降低
营销成本和资金、库存压力，提
高增值服务成交机会，未来汽
车电商将与线下销售并行。

作为汽车互联网领域的代
表，汽车之家CEO秦致表示：

“汽车销售要拥抱变化。未来，
互联网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
个基础设施，在基础设施之上
数据就变成新的生产资料，新
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通过人
工智能和网络协同来实现。现
阶段，汽车电商新车销售包括
总经销（包销）、佣金和品牌旗
舰店三大合作模式，未来汽车

电商平台作为工具，会在更多
领域赋能厂商与消费者。”

作为汽车厂家的代表，东
风标致总经理李海港认为：“东
风标致408定制款只在汽车之
家售卖，通过这一合作，我们联
手实现了产品定制及消费者服
务升级，在短短的60天内卖出
去408台车，这是汽车+互联网
合力共赢的结果。在新人群、
新技术、新竞争形势下，汽车电
商将起到增加流量、促进销售、
智能化运用数据的作用。未来
汽车电商想走得更远，要靠定
制化产品和服务。但由于汽车
产品的特殊性，电商在很长一
段时间内还无法替代实体店。”

□记者 解元利

2016年车市开局走势似乎
不如预期，消费群体年轻化令
汽车消费习惯也在发生着新的
变化，融媒体时代汽车品牌又
该如何做营销……4月26日，
由中国主流媒体汽车联盟主办
的2016中国汽车营销峰会与
北京车展同期在京举行，来自
北京现代、长安福特、广汽传祺
等厂家的大佬们齐聚一堂，就
当前车市的新热点、新形势进
行了精彩的观点碰撞。

目前微增长已成为主旋律
的中国汽车市场正面临一个重
大的调整与转型。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国内车企探索新形势

下的营销渠道、营销方式的改
变，成为本次会议讨论的重要
内容。江淮汽车、广汽传祺、长
安福特等车企代表谈了他们对
于今年国内车市走势以及在微
增长形势下车企在产品、渠道
等方面将会做哪些调整。尽管
对于各车企来说，国内车市的
新常态给大家带来了更大的挑
战，但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汽车
市场仍然充满活力，且具备良
好的发展潜力，尤其是在三四
五线城市市场。

与此同时，长安福特、广汽
本田、东风悦达起亚、福田汽车
等多位车企代表则聚焦汽车营
销领域的热点和难点，就国家
政策环境下，市场格局变化下，

消费习惯和消费趋势的转变
下，汽车营销上如何在政策营
销、营销方法、营销手段等方面
实现转化与突破，进行了充分
的交流与探讨。“传统媒体与新
媒体现在正处于争融状态。”东
风悦达起亚公关部部长吉同顺
表示，“每种媒体都有其自己的
价值，不是谁将取代谁，尤其在
信息碎片化的时代，人们接触
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对于汽
车营销提出更大的挑战，更需
要投放得精准，实现有效的传
播与转化。如果区域传统平面
媒体能够充分发挥对于区域市
场的深度了解和区域资源整合
的能力，实际上在当前环境下
会更有优势。”

汽车销售要拥抱变化

中国主流媒体汽车联盟——

□记者 刘婷婷

5月1日至2日，由中国汽车
技术研究中心主办的2016汽车
安全中国行郑州站在河南省体
育中心举办，带来一场生动有趣
的汽车安全盛宴。

作为一个以“安全”为核心
的汽车推广平台，八年来，汽车
安全中国行携手联合国道路安
全十年行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汽车、北
京现代、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

等20多家整车企业、零部件企
业和儿童座椅企业，致力改善所
到城市的道路安全环境。

2016汽车安全中国行首次
提出“为你而行”的核心概念，通
过全年22个城市五星安全车的
推广，强化C-NCAP的核心概
念。在河南省体育中心活动现
场，20多家五星安全汽车品牌上
百款安全车型亮相，并带来超值
优惠，现场1000平方米的“汽车
安全体验中心”，让逛展观众亲
身体验汽车安全的重要性。

□记者 赵丰玉

4月 25日，东汇汽车商城
2.0版本发布暨全国4S店招商
大会在北京车展现场举行。东
汇汽车商城是由东汇集团旗下
江苏汇车科技有限公司倾力开
发，以线上线下汽车全生命周
期闭环生态的电子商务模式，
将为广大消费者及全国4S店
经销商带来全新的体验。

东汇汽车商城以“互联网+

汽车”为产业机会，以PC+移动
端为综合平台主体，结合H5、
自媒体等渠道，通过战略合作
主机厂和4S店经销商，以线上
线下汽车全生命周期闭环生态
的电子商务模式，从用户选车
开始，打造购车、用车、养车、换
车、汽车生活一站式解决方案，
为用户提供质优价平的汽车产
品，创造卓越的服务体验。

东汇汽车商城从1.0迈步
到 2.0 版本，增加了 IM、秒杀

车、推荐买车、发现等新功能，
以多维度满足消费者需求为己
任，解决消费者用车问题，延伸
服务价值。另一方面，东汇汽
车商城在不断建设自己线下展
厅的前提下，与全国众多主流
品牌主流4S店经销商达成了
长期合作关系，品牌的种类正
在日益增长。此次东汇汽车商
城也面向全国开始招商，希望
与更多品牌，更多4S店经销商
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东汇汽车商城：打造汽车销售新模式

□记者 解元利

4月 24日，由搜狐汽车主
办的中国汽车行业第一个以用
户为核心关注点的大会——
2016中国汽车用户大会在北京
召开，会议以“移动场景下的
人·车·生活”为主题，探讨了在
移动时代用户需要怎样的产品
和服务。

会上，北汽股份副总裁、销
售公司总经理蔡建军在分享中
总结了客户营销的ABCD：要
聚焦客户，关注我们的竞品，向

竞品学习；要围绕客户建立客
户管理的闭环，利用大数据等
方式精准找到客户、接近客户；
要把品质做好，通过服务来感
动客户；要定期地听到客户的
声音。

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
部副总经理于秋涛说，营销应
该是从最前端开始，从用户的
需求到产品、到生产、到体系的
保证、到销售、到服务，这样一
个闭环。基于此，与会嘉宾和
车主代表同台探讨了移动时代
用户的变化、特点和实际需求，

企业高层通过与用户对话，直
接了解了用户所思、所想、所
需。

与此同时，用户大会上还
发布了《2016中国汽车用户白
皮书》，白皮书由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国
家信息中心、搜狐汽车、J.D.
Power、TARO-ROTA联合推
出。《白皮书》基于行业权威分
析数据、搜狐的用户和大数据
分析，从年龄、地域、关注热点、
品牌、汽车投诉等方面详细描
绘了中国汽车用户。

首届中国汽车用户大会召开

□记者 史歌

4月26日，宝沃（中国）营销
公司与东汇集团在北京正式签
署合作协议。

在北京车展上，德国宝沃汽
车凭借其 SUV 家族的闪耀登
场和定位为“德国宽体智联”
SUV BX7的中国上市，吸引了
众多消费者的目光。宝沃在中
国市场再出重拳，通过与东汇集
团的战略合作，宝沃将全面开拓
汽车后市场，以丰富、多样化的

服务，满足消费者超越期待的用
车体验。

宝沃（中国）副总裁兼营销
公司总经理贾亚权表示：“作为
德国知名汽车企业，宝沃汽车
正加快进军中国市场的步伐。
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过程中，我
们有幸获得众多合作伙伴及供
应商、大客户的认可和信赖。
通过此次与东汇汽车合作，宝
沃将打造更加符合时代发展与
消费者多样化需求的汽车生态
圈。”

□记者 史歌

4月28日，比亚迪在开封建
业铂尔曼酒店宣布，旗下首款中
小型SUV——比亚迪元河南正
式上市。燃油版售价区间为
5.99万元-12.19万元，双模版售
价区间为 20.98 万元-24.98 万
元。作为“首款跑入5秒的中小
型SUV”，上市后的元将与唐、宋
构成新能源 SUV 家族“三叉
戟”，共同征战中级、紧凑级及中
小型SUV市场。同时，实现了
比亚迪在乘用车领域跨领域、跨

品类的全产品覆盖，满足更多
SUV消费需求。

本次上市的比亚迪元，推出
包含1.5L、1.5TID燃油版，以及
双模版在内的共计14款车型。
其中，搭载五速手动变速器的
1.5L 燃油版，正式售价为 5.99
万-8.59万元；搭载六速自动变
速器的1.5TID燃油版，正式售价
为8.59万-12.19万元；拥有“百
公里加速4.9秒”的双模版，正式
售价为20.98万-24.98万元。目
前，比亚迪元燃油版已陆续到
店。

□记者 解元利

4月28日，继3月1日在日
内瓦国际车展上首次向全球震
撼亮相后，玛莎拉蒂首款SUV
Levante 现已登陆中国，目前
Levante已在郑州法利开展预赏
品鉴。

郑州法利是玛莎拉蒂授权
经销商，在郑州法利 3S 中心
内，Levante 的出现无疑成为
最受瞩目的焦点。Levante 有

两款车型，分别为 Levante 和
Levante S，两款车型均搭载
了拥有不同性能调校的V6双
涡轮增压发动机，尤其在 Le-
vante S 上，最大输出功率达
到了430马力，5.2秒即可让车
辆从静止加速到 100km/h，最
高车速达到了 264km/h。即
便是拥有350马力的普通版的
Levante，0-100km/h 的 加 速
时间也仅为 6 秒，最高车速超
过250km/h。

厂商专家纵论汽车电商

营销峰会 聚焦热点、难点

宝沃汽车
与东汇集团达成合作

比亚迪元河南区域上市

玛莎拉蒂首款SUV郑州亮相

2016汽车安全中国行
郑州站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