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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广州车展现
场，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总经理田青久表示，今年前
10个月，一汽丰田合计批售
597842台，其中全新旗舰亚洲
龙AVALON从上市至10月
底共售出45741台，卡罗拉家
族共计售出285292台，全新
RAV4荣放截至11月11日已

收到超过2.2万台的订单。
“今年一汽丰田好戏连

台，分春夏秋冬，推出了连续
的产品。”田青久将热销的原
因归结为产品过硬，“比如说
全新RAV4荣放，它是越级
而生，为什么这么说呢？它
是从TNGA-K平台上开发
的，是从过去的A+平台上

升到了所谓的B级车平台，也
就是在亚洲龙AVALON、雷
克萨斯ES平台，越级开发的
一个产品，它的价值感、体验
感无疑是优于同级产品的。”

在加快产品投放步伐的同
时，一汽丰田始终秉承“用户第
一”的经营理念，实现服务方面
的极致追求。产品布局全面升
级和品质服务不断提升的背
后，是品牌在营销领域的长期
深耕与创新。以“致真 至极”全
新品牌口号为指引，一汽丰田
强化了各项服务品质，并进一
步升级5Q服务体系；同时在营
销方面推陈出新，以季节为时
间节点推出新车型。

同时，一汽丰田长期坚持
以“安全、环保、育人”三大支柱
为中心，积极开展社会公益活
动，“小手拉大手”“雪豹守护行
动”“梦想之车”全球儿童绘画大
赛等活动收获良好社会反响。

11月 22日，BEIJING品
牌携旗下纯电动车、燃油车产
品首度联袂参展，并在广州车
展上发布了“55度服务”的全
新服务理念。

基于BEIJING品牌整合
后更加强大的服务体系现状，
以及新时代用户更加个性化
的服务需求，“55度服务”旨在
为客户带来更有温度的“广、
深、高、速度”式服务。

在服务的广度上，BEI-
JING品牌将打造“我的BEI-
JING+”跨界合作工程，不仅
将携手华夏出行构建覆盖铁
路、公路、机场各大关键枢纽
的末端出行服务体系，还将开

展异业合作，打造覆盖汽车销
售、服务，涵盖衣、食、住、行、
用、游、娱的“7位一体”的开放
服务平台。在服务的深度上，
BEIJING品牌将创新商业模
式，打造“我的BEIJING×”全
域合作工程，针对私人市场和
运营市场，分别推出定制化服
务。在服务的高度上，BEI-
JING品牌将推出充电吧、智
惠管家等服务APP，致力打造
一个涵盖操控、充电、维保等
基础服务，和资讯、社交等延
伸服务的数字化服务社区。
在服务的温度上，BEIJING品
牌强调让服务回归本源，用温
度直击人心。

11月22日，广州车展上，
东风日产携旗下明星车型亮
相的同时，还精心打造了一个
智行城市体验区，汇聚日产智
行智能领域前沿技术，向消费
者全面呈现智能美好出行生
活。

聚焦“智能驾驶、智能动
力、智能互联”三大领域，东风
日产不断将日产智行在中国
全面落地，为国内消费者导入
更前沿的智能科技和极具创
新的智能产品。据悉，2020
年，将有3款东风日产车型搭
载ProPILOT超智驾系统；至
2021年，将在原有ProPILOT
超智驾系统的基础上，完成新
一轮技术升级；至2023年，将
实现旗下全车系搭载ProPI-

LOT超智驾系统，车型级别搭
载比例达到70%，进入全面的
自动驾驶新时代。未来，
e-Pedal 一体化智控踏板技
术也将引入中国。

此 外 ，日 产 先 进 的
e-POWER等动力技术也将
陆续导入中国市场，促进能源
的高效转换和清洁使用，为消
费者带来更兴奋的驾驶体
验。与此同时，在智能互联方
面，目前东风日产全主力车型
已完成网联化布局，车联平台
以行业最快速度突破110万
用户。未来，顺应“网联化”行
业趋势，东风日产将每年实现
车联系统的迭代式升级，为消
费者带来无缝连接的数字化
服务。

11月23日，为回报700
万车主和粉丝，广汽本田推出
首届粉丝共创盛典——躁梦
节。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汽本
田车主和粉丝相聚广州，通过
多项精彩活动，全面认识广汽
本田的技术实力和服务宗旨。

据了解，躁梦节是广汽
本田与700万车主和粉丝共
同创建的节日，广汽本田希
望为车主及粉丝提供展示个
性和梦想的舞台，和大家一
起享受和释放心中的热爱。
活动现场设置多项精彩活
动，包括“Honda品牌专区”

“Acura品牌专区”“潮改车
专区”“荣耀图腾区”“车主典
藏座驾区”等，超半数区域由
粉丝参与打造。

在“潮改车专区”，126
辆来自全国的潮改车现场亮
相，经过巡游、官方改装件展
示等环节，为改装爱好者带
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会。此
区域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当数
潮改车互动评选，参赛车辆
经过层层比拼，角逐“潮改人
气王”。

作为拥有领先产品和技
术实力的广汽本田，当然也

少不了带来黑科技！除了设
计了各项黑科技体验区，舞
台区更有一个巨型发动机模
型，其原型来自第十代雅阁
锐·混动上搭载的第三代
i-MMD混动系统，展现广汽
本田对技术梦想的追求！

通过领先的产品、技术
和服务，广汽本田为粉丝圆
梦，粉丝也通过口碑效应，成
就了广汽本田700万产销的
达成，塑造了广汽本田“年轻
于心”“富于洞察”“持续创
新”“值得信赖”“鼓舞人心”
的品牌精神。

11月22日，广州车展上，
广汽集团首次联合广汽传祺、
广汽新能源大自主板块，发布
了“广汽 e-TIME 行动”计
划。e-TIME行动中的e是
Experience，代表顾客体验，
这是一切工作的核心；T是
Technology，代表科技创新；
I是 Intelligence，代表智能
网联；M是Manufacture，代
表智能制造，E是Electrifi-

cation,代表电气化。这是广
汽集团立足当前，以顾客体验
为核心，面向未来高质量发展
而采取的举措。

广汽集团还首发了全球
低风阻新纪录电动乘用车
EN0.146，这款6座大型家用
车，风阻系数仅有0.146。此
外，还展示了智能移动服务概
念车MagicBox，它旨在把移
动空间升级为“移动的体验

场、服务场”，实现“移动服务”
的创新模式。而风阻优化感
官体验设备、广汽集团第三代
动力总成、ADiGO智能物联
系统等展品以及讲解的设置，
让观众能更加深入了解广汽
集团的“黑科技”。广汽集团
旗下移动出行平台“如祺出
行”首次亮相广州车展，成为

“广州车展官方指定出行合作
伙伴”。

田青久：一汽丰田展现产品攻势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史歌

BEIJING汽车
发布全新服务理念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东风日产：深入推进智行战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解元利

回报车主出新招

广汽本田推出“躁梦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赵丰玉

广汽集团：以e-TIME行动推动体验升级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史歌

11 月 22日，EXEED星
途品牌亮相广州车展。作为
中国智能新高端品牌之一，
此次星途参加广州车展的阵
容可谓空前强大。全新的
VX Concept Car 亮相，带
来了星途“智·感美学”设计
理念的全面更新；TX 星尚
版、TX星享版以及TXL星享

版的上市，丰富了消费者的
购车选择，打造出15万元级
别内领先的四驱SUV车型；
同时，10月8日刚上市定位
超智越级SUV的星途LX，也
一同亮相广州车展。

作为品牌最早推出的TX
系列产品，EXEED星途品牌
此次推出了该系列产品的全新

款型，TX星享四驱、星尚两
驱，以及TXL星享版车型。除
了在外观、内饰上持续提升之
外，更在产品性能上不断超
越。面对集中发力，快速布局
的2019年，星途品牌将持续以

“用户满意”为出发原点，在产
品、形象、服务等多个维度“进
阶”。

EXEED星途SUV家族亮相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耿子腾

11月 22日，长城汽车携
旗下哈弗、WEY、欧拉、长城
皮卡四大品牌闪亮登陆广州
车展。哈弗H9罗伦士极星
版、全新哈弗H6 GT版、长城
炮越野皮卡豪华限量版等新
车亮相，WEY VV7 PHEV
和VV7 GT PHEV新车全球
上市，长城汽车四大品牌的新
理念、新战略也成为本届车展
的亮点。

哈弗品牌聚焦安全、智
能、个性的用户体验，不断为
用户创造惊喜。基于哈弗H9
车型，由德国著名改装厂商罗
伦士亲自操刀推出的哈弗H9
罗伦士极星版正式开启预售，
预售价格为36.88万元。

致力于打造“全球第一精
品电动小车”的欧拉品牌，携
多款炫酷改装车精彩亮相。
欧拉还邀来一位同样年轻、同

样够酷的合作伙伴——小
米。未来，双方将基于“欧拉
金牌经济人”项目展开一系列
围绕优化用户服务体验的长
期合作，并将在新零售渠道共
建IoT物联网服务、5G及AI
应用场景生态服务等多个方
面携手共进。

长城炮正式开启了越野
皮卡汽油8AT豪华限量版99
台车预售，登录长城汽车京东
官方旗舰店抢订成功，即可拥
有专属车辆编号，并附赠专属
越野大礼包。长城炮越野皮
卡凭借三把锁、绞盘、涉水喉、
蠕行模式、坦克掉头、7种全地
形驾驶模式等专业越野配置，
以及多项智能安全装备，开启
了中式越野皮卡文化新篇章，
并将终结进口皮卡独霸越野
圈的时代。

长城汽车全品牌
亮相广州车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