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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汽车产业不断发展，自主品牌在技
术与产品实力上已经达到了可以与合资品牌正
面竞争的水平，在此基础上的品牌向上突破已是
大势所趋。11月18日广州国际车展上，江淮正
式推出旗下中高级轿车瑞风A60，向外界展示了
以优势产品驱动品牌升级的独特发展之路。

当前，传统的生存型、物质型消费开始让位
于个性化、乐趣化消费。从前对价格高度敏感的
消费者，逐渐变得愿意花更多的代价，追求更好
的产品体验。而评判这个“更好”的标准则往往
是品牌。出于对市场趋势相同的洞察与判断，中
国品牌汽车近年纷纷开启了品牌向上突破的脚
步，在新一轮市场竞争中抢夺主动权。

要实现品牌上行，更优秀的产品必不可少。
江淮深知好产品对于品牌的重要性，因此在品牌
上行的关键节点推出了中高级技术座驾瑞风
A60。作为江淮近年推出的产品定位最高的车
型，瑞风A60以优势产品力全面刷新消费者对
于江淮产品及品牌的认知。

可以预见的是，瑞风A60的产品优势将为
其带来良好的用户口碑，并转化成江淮品牌上行
的动力。而在不久的未来，江淮在SUV、MPV
领域还计划推出更多高级别车型，形成品牌向上
突破的优势产品矩阵，助力江淮成为中国汽车品
牌上行的践行者。

力推新能源 瞄准年轻人 打造新形象

汽车厂家规划未来战略
□记者 赵丰玉 解元利 介明钢 李哲

广州车展，除了新车频频亮相，让人充满期待之外，还有不少厂家发布了战略规划，从新能源车的推出、产品
年轻化转变，到新的品牌战略、品牌形象的打造，他们将目光放到了更远的未来。

丰田 | 全擎启动步步向前

以“全擎启动，步步向前”为主
题，丰田携手一汽丰田、广汽丰田亮
相广州车展，展出包括首发新车、卡
罗拉和雷凌家族在内共25辆车型。

近年来，丰田积极导入油耗更
低、性能更好的中型及紧凑型车，以
及既兼顾现在又着眼于未来的油电
混合动力技术——“双擎”车型，来
满足国内日趋高涨的节能新能源车
市场需求。卡罗拉双擎与雷凌双擎

上市一年以来，受到了越来越多消
费者的青睐，预计今年销量将达到
约7万辆。它们将环保的生活方式
变为新一轮潮流，百公里4.2L综合
油耗，加速性能同样卓越不凡，在日
常驾驶中最常见的20km/h-50km/
h的加速区间，与同排量传统动力车
型或同价格区间的涡轮增压车型相
比，提升了10%以上。

此外，以“终极环保技术”的独

特魅力备受广大中国消费者关注的
全球首款量产氢燃料电池车MIRAI
（“未来”）也首次来到广州。它充氢
仅3分钟即可实现续航距离600公
里以上，在行驶过程中只排放水，实
现了“二氧化碳零排放”的终极目
标，体现了丰田在新能源领域的创
新理念。目前，丰田也正在推进该
车型在中国开始实证试验的相关准
备工作。

11月18日，大众汽车品牌在广
州车展宣布，将于2020年至2025年
在中国市场推出包含约10款车型的
全新一代电动汽车产品序列。这些
车型将基于大众汽车MEB电动车
平台打造。作为该产品序列的代表
车型，大众汽车品牌概念车I.D.迎来
亚洲首秀。

I.D.是一款电力驱动的零排放
车型，电动机功率达125kW，单次充

电后续航里程可达400至600公里，
为中国城市而生。作为一款纯电动
汽车，I.D.将电池置于底盘，因此，设计
师能够创造全新的内饰设计理念
——开放空间。外观上，I.D.如大众汽
车品牌标志性车型高尔夫一样紧凑；
内部空间上，I.D.如帕萨特、迈腾一样
宽敞而舒适。同时，这款创新的电动
汽车还搭载了自动驾驶技术。

“今天的大众汽车将转变为全新

的大众汽车。我们的车型将实现
电气化、自动化、全面互联化，并带
来独特、直观的用户体验。”大众汽
车品牌中国 CEO 冯思翰博士表
示，“I.D.代表了未来的大众汽车，
同时将成为全新产品序列的重要
车型。我们还计划在该序列中，推
出一款极具进取精神的大型SUV、
一款充满未来感的轿车以及一款
跨界SUV。”

大众 | 将推出约10款纯电动汽车

11月18日，以“新转折 新形
象”为主题，一汽马自达全新阿特
兹和CX-4两款明星产品首次同
台亮相，而近期一汽马自达销量
步步攀升，也说明其战略转折初
见成效。

自2005年一汽马自达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其发展
经历了多个阶段的演变。从单一
产品马自达6，到睿翼、睿翼轿跑、
马自达8及CX-7等多款车型并
进。如今，全新阿特兹与CX-4
成功上市，标志着一汽马自达进
入了打造明星产品的时代。

自CX-4与全新阿特兹上市
后，一汽马自达下半年的销量持
续发力。据统计，6-10月份一汽
马自达的整体销量实现了五连
涨，特别是10月份以10311台的
整体销量再创新高，同比增长
52%。同时，一汽马自达的残余
订单量也高达万台以上，未来销
量持续在万台以上已无悬念。

一汽马自达销量的持续增

长，一方面反映出了全新阿特兹
与CX-4双明星产品受到了市场
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这两
款产品契合了市场不断发展的新
趋势。作为马自达品牌首款6.5
代产品，CX-4打破了传统SUV
的固有特点，实现了将轿跑风格
的外观、人马一体的驾控感与富
有人性化的高科技配置完美融
合，满足了当今主流年轻消费者
对于个性、时尚、探索的前卫需
求。

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郭德强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2016年是一汽马自达发
展历程中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
突破传统，推出了更具领先性的
高价值产品，实现了双明星的全
新产品阵容。以一系列创新的营
销方式，实现了将产品与年轻消
费者需求的精准对接，取得了不
错的销售成绩，展现出蓬勃向上
的发展势头。”

一汽马自达 | 战略转折初见成效

11月18日，福建奔驰携旗下
全新V级豪华多功能车、高端商
务车新威霆、大型商务车凌特，以
全明星阵容亮相广州车展。

全新V级车以 3200mm与
3430mm两种轴距版本，带来同
级领先的超大车内空间，更极大
丰富消费者选择空间。奢华的第
二排真皮电动单人座椅拥有加
热、通风、按摩功能，并提供头枕、
腿托、脚托等丰富配置，配合滑
轨，全新V级车的乘员舱可以轻
易变成对坐布局。全新V级车标
准轴距版可提供1030升的行李
舱空间，加长版更可获得高达
1410升的行李舱空间。新V级
车配备了戴姆勒第三代直喷技术
的M274 2.0升涡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达155kW、峰值扭
矩350N·m，动力充沛且拥有极

高的燃油经济性表现；全系标配
的 7 速 自 动 变 速 箱 增 强 版
（7G-TRONIC PLUS）、包括4种
驾驶模式的动态操控选择器
（DYNAMIC SELECT）、可根据
行驶状况自动调整阻尼力的敏捷
操控悬挂系统等先进科技相辅相
成。

“今年是福建奔驰发展极为
重要的一年，我们先后发布两款
全新产品：全新V级车和新威霆，
两款车型市场表现强劲。相比去
年同期，今年1-10月，福建奔驰
实现了翻倍的销量增长。”福建奔
驰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郭鹏凯博士表示，“未来福建奔
驰将继续深耕高端MPV市场，充
分满足中国消费者对品质、生活
方式等方面的追求。”

福建奔驰 | 深耕高端MPV市场

11月18日，东风雪铁龙由全新越享高级轿
车C6及新上市的2017款C3-XR领衔，率旗下
众多产品亮相广州车展，同时应对市场变化创新
求变：品牌调性逐渐同年轻族群“接轨”、品牌特
质逐步向年轻化渗透。

洞悉汽车舒适性与消费者对舒适性不断提
升的消费需求，雪铁龙提出了“CITROEN AD-
VANCED COMFORT”（简称CAC）领先舒适
设计理念，作为“CAC”理念下研发的首款战略
车型，法系车旗舰C6充分诠释了CAC全球产品
设计理念，那就是惬意、便捷、静谧、简单这4大
消费者核心利益点，为顾客带来极致优越的全方
位舒适享受。

在雪铁龙新的设计理念下，东风雪铁龙的产
品定位将更加精准，也将更加符合年轻化的需
求。同时，新产品新技术的市场投放速度越来越
快。仅仅在今年，就陆续推出了全新爱丽舍
2016 款、全新C4L、全新越享高级轿车C6及
C3-XR 2017款。“十三五”期间还将导入CMP
及eCMP全新平台，加速进行不同市场覆盖，新
增覆盖D级、C+SUV和MPV、LCV等市场；平
均每年推出1-2款新车，共计15款新车，成为满
足客户主流需求，覆盖主要细分市场的主流品
牌。

东风雪铁龙 |
同年轻族群“接轨”

11月 18日，东风雷诺
全新一代科雷傲领衔科雷
嘉、卡缤及梅甘娜R.S.等众
多车型亮相广州车展，科雷
嘉代言人范冰冰再次霸气
亮相，为东风雷诺两款国产
力作——科雷嘉和全新一
代科雷傲送上诚挚祝福。
与此同时，雷诺旗下全新电
动车阵容亮相新能源展馆，
展现雷诺对环保的承诺与
实践。

今年，科雷嘉和全新一
代科雷傲两款全球化车型
成功实现本土化生产，与进
口卡缤一起实现小型、紧凑
型到中型 SUV 产品线覆
盖。对此，雷诺高级副总裁
兼东风雷诺汽车有限公司
总裁福兰先生表示，“全新
一代科雷傲是雷诺全球旗
舰SUV车型，以中国市场为
先，旨在提高雷诺品牌在中
国的定位。未来，我们会继
续扩充产品布局，努力在中
国市场实现可持续增长的
愿景”。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雷
诺推出完整的电动车产品
布局，包括 Fluence Z.E、
Kangoo Z.E.、Twizy 和
ZOE 四款纯电动车型。此
次，雷诺全新电动车阵容亮
相新能源展馆，尤其是搭载
全新 Z.E. 40 电池的雷诺
ZOE，该车续航里程达40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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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广州车展上，东南汽车以“跃见精彩”
为主题，由DX3、DX7领衔的全明星阵容和意大
利宾尼法利纳设计总监的联袂登场，全面展现了
产品3.0战略下的发展成果，展示了一个在品牌、
市场迎来飞跃发展的精彩东南。

车展上，东南汽车利用先进的人屏互动技
术，通过精彩的魔盒表演，以更具活力、创新的形
式，全方位展现DX3和DX7。DX3推出之后，
将与DX7两者联袂占位、互补助力，进一步提升
DX系家族在SUV市场的实力和影响力。

DX3从11月1日上市至今，订单量已破万，
为东南汽车进军小型SUV市场赢得完美开局，
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颜实力”浪潮。DX3首战
告捷，兄弟车型DX7则继续保持出色的市场表
现，9月和10月连续两个月订单破万辆。

除了在SUV车型上吸睛无数，东南汽车旗
下三菱新翼神、东南V5 plus、新能源车的亮相，
展现了出众的产品魅力。

东南汽车 |
DX双雄联袂亮相

江淮汽车 |
以优势产品驱动品牌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