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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婷婷 文 平伟 摄影

上海车展期间，代表日产汽
车未来设计的日产 Vmotion
2.0概念车亚洲首发，小型都市
SUV新标杆全新KICKS劲客亮
相，这两款车进一步完善了东风
日产的产品体系。怎么看待这
两款车的设计意义？未来东风
日产在中国市场将有哪些动
作？在车展现场，记者采访了东
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经理谷硕。

谈到日产Vmotion 2.0概
念车，谷硕介绍，该车揭示了“日
产智行科技”的未来愿景——零
距离、零排放、零碰撞的和谐交
通环境。

上海车展上，全新KICKS
劲客成为焦点车型之一。谈到
这款车及东风日产未来的规划，
谷硕认为：“随着全新KICKS这
款小型SUV的加入，使得东风
日产也成为汽车行业里SUV阵

营最为完善的一个品牌：有逍
客、奇骏、楼兰及途乐，劲客在东
风日产产品行谱里面的卡位战
略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在劲客
上面也搭载了诸多的互联互通
设备，这款车型专门是为年轻人
所准备的。”

“从2015年企业整体销量
破百万，到2016年NISSAN单
品牌破百万，东风日产已经具备
雄厚的体量能力，今年东风日产
制订了108万辆的销量指标，我
坚信能够实现。”谷硕表示，随着
全新KICKS劲客、全新奇骏等
新车推出，2017年东风日产将
全面推进技术智能升级，为年轻
消费者带来更丰富的产品。此
外，在不远的将来，东风日产也
会推出自己的电动车产品。在
涉及新能源车上面，楼兰已搭载
混动技术，未来，会在新能源产
品领域逐步投放不断完善，为环
保事业作出贡献。

全新雪佛兰：展示全球新实力
□记者 解元利

本届上海车展上，上汽通
用汽车雪佛兰品牌全新一代产
品阵容震撼亮相，20款重磅车
型尽显其全球领先的产品实力
与技术储备，全面展示了“全球
新实力 全新雪佛兰”的崭新品
牌形象。其中，全功能运动概
念车 CHEVROLET FNR-X
为全球首发，第六代传奇性能
跑车科迈罗SS在中国首秀的
同时领衔高性能车型军团全面
出击，亚洲首秀的大型SUV 全
新 Traverse Redline 特别版
和实力中级SUV探界者率领
全功能车型军团重磅登场。

“从年初迈锐宝XL的上
市，到7月份的全新科鲁兹，再
到9月份的科沃兹，雪佛兰旗下

轿车产品谱线进行新产品的迭
代，从一季度市场的销售形势
看，全新科鲁兹和科沃兹都表
现不俗。SUV市场，4月7号雪
佛兰探界者正式上市，作为一
款中级SUV，探界者是雪佛兰
全球战略车型，这款产品在北
美市场也是得到了充分认可，
引进中国的是第三代产品。在
配置上面做到高人一“档”，尤
其是动力总成，无论是1.5T高
功率版，还是2.0T搭配9AT变
速箱，都可以满足并超越客户
使用的需求。其他如安全配
置、主动降噪、胎压监测等也可
以做到以丰富的配置提升我们
的品价比。这款车上市大概是
10天左右的时间，有效订单就
已达3000台，我们也期待在二
季度随着车市回暖能取得更好

的销售成绩。”上汽通用雪佛兰
品牌市场营销部部长吉祺炜表
示。

在这次上海车展上，雪佛
兰明星皮卡车型索罗德 Sil-
verado与库罗德Colorado联
袂亮相。雪佛兰此举是在皮卡
解禁的大背景之下，对中国皮
卡市场的试水吗？对此，吉祺
炜表示：“皮卡是美式文化的符
号，它象征着自由、开拓的精
神。在中国中西部，‘一带一
路’的整个大环境下，我们觉得
皮卡会有它的用武之地。从国
家政策来看，现在已经逐步放
开6个省市的限制，我们也希望
把索罗德、库罗德在中国市场
上做一些尝试，看看后面是否
需要加大进口量或是进行其他
方面的考虑。”

□记者 解元利

在面对年轻消费者新需求
和汽车市场新形势下，去年一
汽马自达突破传统，成功推出
了全新阿特兹和 CX-4 两款
6.5 代的高价值产品，形成了

“双明星”产品战略布局。在上
海车展上，马自达重磅车型
M-5 RF国内首发亮相，并将
于明年由一汽马自达引入销
售，这无疑会进一步强化一汽
马自达的产品阵营。未来一汽
马自达又将会如何把握市场机
会趁势而上呢？

“2017年作为一汽马自达
战略转折之后的一个向上年，
也成了其能否成功实现整体
销量持续增长、夯实品牌高端
形象的重要阶段。”一汽马自
达副总经理郭德强表示，今年
他们制定了最重要的三大举

措：品牌特色向上、细分市场
向上以及消费体验向上。“通
过品牌向上，深化一汽马自达
的高端运动特色；通过细分市
场向上，使双明星产品在各自
细分市场中持续引领潮流；通
过消费体验向上，让一汽马自
达的用户在购车、用车的每一
个过程中都倍感舒心。通过
这三大举措的稳步实施，最终
在今年实现一汽马自达转折
之后的再向上。”

对于一汽马自达来说，未
来更需要有新的产品导入，不
断为国内消费者引入最能代表
马自达品牌运动特色的产品。
本次亮相的MX-5 RF，就是
马自达品牌文化的标志性符
号，将会进一步提升一汽马自
达高端运动特色的形象。

随着产品体系、产品价值
以及企业整体销量的不断提

升，对一汽马自达如何完善渠
道网络和服务质量也提出了更
高要求。为此，一汽马自达今
年将围绕“稳网络、提服务”两
个重点来进行。首先，统筹4S
店、直营店、直营分店等渠道，
搭建多元化网络体系，进一步
促进整个渠道网络在数量与质
量上的稳定增长。通过推进靓
网工程，在现有162家新形象
4S店的基础上，今年还将新增
57家4S店纳入靓网工程，促进
整体形象的持续向上。其次，
还将强化以客户为导向、在产
品全生命周期内的客户关怀管
理。通过实施“用心让您更安
心”的服务理念，使消费者从体
验产品、购买产品、使用产品，
再到保养产品的每一个环节中
都能感到一汽马自达所带来的
专业与安心，从而实现消费体
验的不断向上。

一汽马自达：完成转折再向上

□记者 解元利

在三年规划的最后一年，一
汽丰田携11款车型的强大阵容
亮相上海车展，其中，全球首发
的两款“TNGA概念车”更是吸
引了观众的目光。就在车展开
幕前夜，丰田还发布了TNGA

“丰巢概念”，并称这将会是丰田
全新的“造车哲学”。在一汽丰
田媒体沟通会上，一汽丰田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姜君等高
层一同就今年车市形势及TN-
GA“丰巢概念”做了解答。

“今年一季度整个形势比去
年年底各大厂家所判断的形势
稍有乐观，一季度一汽丰田实现
销 量 17.8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5%。今年市场最大的特点就
是消费升级，由于换购、增购需
求的增加，使得皇冠、荣放、普拉
多等车型的销量呈现出很好的
上升势头。”在总结了一季度市
场表现后，姜君直言，他们将在
今年打造进攻型销售体系：第一
将集中资源，包括广宣资源、产
品资源、经销商网络资源等，打
通部门之间界限。第二是培养
快速应对市场的能力，从总部的
集权逐渐往几个大区的权利前
移，使各大区可以根据地域的文

化能够快速反应市场。第三是
提高区域差异化能力，根据市场
的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策
略。第四是强化价值链服务。
除了卖车之外，要给客户提供更
好的服务。第五是网络下沉的
速度，将通过1S、2S、展厅、快修
等模式实现网络渠道的下沉。

“丰巢概念”TNGA到底
会对一汽丰田产生什么影响？
姜君表示：“‘TNGA丰巢概念’
的终极目标是‘制造更好的汽
车’。丰田对工作方式进行调
整，集全公司之力致力于构造改
革后的成果。因此，丰巢不是单
纯的一个平台，而是一个涉及汽
车研发、设计、生产、采购等全产
业链价值在内的创新体系，是丰
田开创的全新‘造车哲学’，也是
创造‘全新价值’的汽车产品的
具体举措。”

据了解，一汽丰田正在天津
建设基于TNGA丰巢概念的生
产线，预计2018年年中投产，届
时将会推出第一款基于TNGA
的小型SUV。2018年-2019年
一汽丰田会追加新的车型，大幅
提高既有车型的商品力，比如卡
罗拉和 RAV4 的换代车型、
PHEV卡罗拉等。

一汽丰田：
打造进攻型销售体系

□记者 祁驿

在上海车展现场，长安马
自达携“魂动双子”——新昂克
赛拉、CX-5及CX-3亮相，其
中全新昂克赛拉和CX-3最受
关注。长安马自达接下来还会
有哪些产品和服务推出？核心
竞争力又在哪里？记者专访了
长安马自达的高层。

“CX-3 预计在今年下半
将以进口车的方式投放到中国
市场销售。”马自达汽车有限公
司总裁田中英明介绍说，下半
年，现款的CX-5也将进行一
次更新，马自达最新的技术都
会被放在CX-5中。

马自达汽车销售分公司执
行副总经理王金海介绍说，新
昂克赛拉2月14日上市，三月

份就卖到9000辆，其核心价值
有两个。“首先是创驰蓝天，用
中国哲学理解就是大道至简。”
王金海说，创驰蓝天就是回归
汽车的本质，去做极致的追求，

“比如创驰蓝天技术全球首创
的‘加速度矢量控制系统’，无
论是在平时的驾驶还是过往的
驾驶过程中，我们的车更平稳
更舒服，乘坐者更安全”。

“另外就是魂动设计理念，
它使用了仿生学，用中国的理
解，叫道法自然。”王金海介绍
说，昂克赛拉的升级和换代，就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以人为本做
相应的改进。

“我们推行特色精品战略，
这里面，造车本身的理念就是
以人为本，从设计开始，到后期
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服务，我们
都是围绕着以客户为中心做的
一切工作。”长安马自达汽车
销售分公司市场部副总监曹挺
介绍说，在长安马自达“全生命
周期客户关怀”理念之下，客户
得到的不但是产品的需求，更
是内心的满足，这是特别重要
的一点。

长安马自达：
推行特色精品战略

东风日产：
为年轻人带来更多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