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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车企 2015 年销售计划陆续出
炉，从目前公开数据来看，对销量预期，有
谨慎，有保守，更多是乐观，多集中在 10%
左右，与国外“看衰”中国车市截然不同。

自主品牌“愈挫愈勇”
去年市场占有率遭遇史无前例的“十

二 连 降 ”，但 从 目 前 公 布 的 各 自 主 车 企
2015 年的销量目标来看，大有逆势而上的
势头。

奇瑞国内市场的销售目标为 40万辆以
上 ，比 2014 年 35 万 辆 的 实 际 销 量 增 长
14.29%；长城目标 85 万辆，比 2014 年 73.08
万辆的实际销量增长 16%；吉利目标定在 45
万辆，比去年 41万辆实际销量增长 9.8%；广
汽传祺 2015年目标为 16万辆，相比 2014年
的 11.68 万辆，增长 36.99%；众泰 2015 年目
标 20万辆，2014年众泰全年销量 16.6万辆，
增长 20.48%；而江淮更是将目标定在 30 万
辆，增幅高达 53.29%；东风柳汽 2015年锁定
为 35万辆，增幅达 52.2%。虽然比亚迪迟迟
没有透露 2015 年目标，但此前宣布今年会
推出 13 款改款或全新车型。当然，自主车
企中也不乏稳健者，上汽乘用车今年目标 24

万辆，相比去年下降 9.23％。

合资品牌谨慎前行
相比自主车企的高增长预期，合资车企

普遍趋于保守。去年夺得乘用车销量桂冠
的一汽-大众，今年产销定位在 185万辆，仅
增长 3.88%；上海大众 2015年目标为 190万~
200 万辆，增幅为 10%~15%；上海通用今年
目标 190万辆，同比增长 7.9％；东风悦达起
亚也将目标瞄准 74万辆，增幅 16%；而神龙
汽车在 2014年同比增幅 25%的基础上，2015
年的目标增长率也低调地定在 13.6%，目标
为 80万辆，其中东风雪铁龙 35万辆，东风标
致 45万辆；一汽马自达今年目标 11.6万辆，
去年 10.25万辆，增长 13.2%。

与此同时，一些车企 2015 年的目标增
长率仅为 2014年增幅的一半。北京现代在
2014 年完成了 112 万辆的销量，同比增长
8.6%，受制于产能的因素，2015年销量目标
为 116 万辆，目标增长率仅为 3.5%；丰田汽
车 2014 年销量 103 万辆，同比增长 12.5%，
2015 年 目 标 销 量 为 110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6.8%。东风雪铁龙 2015年的销量目标是 35
万 辆 ，8.6%的 增 幅 远 远 落 后 于 东 风 标 致

16.5%的增幅。东风日产 2015 年销量目标
是 100万辆，比 2014年 110万辆的目标还降
低了 10万辆。华晨宝马今年目标增长 15%,
而去年实际销量增速为 35%。

不难看出，通过先进的科技和有竞争
力的车型,德系品牌成为近年来中国市场
最大的赢家。得益于以中国为重心的市场
战略，美系品牌和韩系品牌不断提速。日
系车企由于近年来保守的战略以及市场环
境因素的影响正逐步失去竞争优势。

豪华车企增速不减
2014年，豪华车企挫折不断，反垄断调

查、此起彼伏的经销商“造反”以及车界反
腐，令其焦头烂额。即便如此，豪华品牌依
旧领涨 2014 年中国车市，平均增幅约两倍
于行业平均增速。

2014 年，奔驰在华销量已达到 28.2 万
辆 ，2015 年 产 销 目 标 为 30 万 辆 。 奥 迪
2014 年创纪录完成 57.5 万辆，2015 年产销
目标是 70 万辆，压力和挑战皆有。宝马今
年目标是“50 万辆”，纯增 4.5 万辆，偏保
守。

捷豹路虎 2014 年在华售出 12.2 万辆，

雷克萨斯则为 7.6万辆。出于谨慎，两家豪
华车企都未公布今年在华目标。两个品牌
在 2015 年都迎来前所未有的产品大年，捷
豹路虎全球有 12 款新车发布，雷克萨斯则
会在华投放 8款新车。

“稳增长”是主流
“从各大汽车企业公布的 2015 年销售

目标增长率来看，稳增长是主流，基本符
合对 2015 年整个汽车行业平均增长率 7%
的预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师
建华如是表示。一方面汽车刚性需求依
然存在，公车改革和黄标车的淘汰将增加
汽车市场的需求，政策环境也将进一步促
进新能源车的增长。另一方面，部分地区
和城市的限购政策将对汽车市场的健康
发展产生影响。中汽协认为，在宏观经济
继续处于调整结构、提升效率的背景下，
受 GDP 增速缓中趋稳的影响，汽车市场随
之也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阶段。在
我国车市告别两位数的高速飙升之后，车
企也将借此进入深化调整及品牌升级的
全新阶段。

（李永钧）

2015年：各大车企目标已定

表面波澜不惊的中高级车市场
暗藏汹涌，在这种局面下，定位于

“驾乘尽享的中高级杰座”的全新东
风标致 508 凭借动力、智能科技、设
计三方面的突出表现，带着“彰弛有
道 悦我人生”的自我修养，成为消
费者展现自我价值的极好座驾。

T+STT 高效动力组合的成功
融合成为全新 508 卓越动力与节能
环保之典范，凸显张弛有度的愉悦
驾驶感受，作为东风标致品牌的旗
舰车型，全新 508 搭配了代表品牌
动力精髓的 1.8THP 涡轮增压直喷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拥有媲美主流
2.0T 发动机的越级动力性能，搭配
Stop-Start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即
STT），可以在怠速状态下智能判断

关闭发动机，从而节省燃油消耗最
高达 15%，使全新 508 综合油耗降
至百公里 6.9L。

全新 508采用“Lion Spirit”雄狮
仿生设计理念，外观整体体现了力
量与灵动的平衡,倡导“全员尊享”
的乘坐主张，NAPPA 头层小牛皮坐
椅、驾驶员坐椅腰部电动按摩、前后
排坐椅加热、全员坐椅电动调节、全
球专业品牌 JBL录音棚级 HIFI音响
为驾乘者带来飞机头等舱般的尊贵
享受。全新 508 搭载同级独有的
Blue-i车载互联系统，内置的“智能
出行”、“安防保障”、“专属服务”三
大功能为驾驶者提供了智能、便捷
并且安全的行车体验。

（唐文桦）

论全新东风标致 508的自我修养
2 月 5 日，奇瑞汽车河南大区在中州皇

冠假日酒店举办了 2015 新春媒体答谢会。
奇瑞汽车河南大区总经理解继光出席答谢
会并向到场的媒体介绍了奇瑞去年的情
况，2014 年，奇瑞集团（控股）累计销量达
494824辆，其中，奇瑞乘用车销量为 460504
辆，位居国内乘用车企业第 13位，在自主品
牌企业中排名第三位，仅次于长安汽车和
长城汽车，较 2013年排名上升一位。

在 2014 年总销量（乘用车）中，奇瑞的
国内销量为 357585 辆，同比增长 15.9%，高
于 2014 年国内乘用车整体 9.89%的增长
率，更远高于自主品牌乘用车 4.10%的同比
增长率。从 2014年 3 月份开始实现连续九
个月的同比和环比的正增长。此外，奇瑞
完成出口 108238辆连续十二年位居国内汽
车企业出口第一位。

在车型销量方面，2014 年奇瑞轿车销
售 236755 辆；SUV 销售 209905 辆；MPV 销
售 5324 辆。其中，SUV 销量是最大亮点，

全年销量同比增长 116.6%，位居行业第五
位，自主品牌第二位，成为带动奇瑞全年销
量增长的主要力量。

2014 年 对 于 奇 瑞 汽 车 来 说 是“ 收 获
年”。除了销量增速，在产品品质提升以及
结构优化、渠道整合能力提升以及营销创
新、售后服务水平等各个层面都获得了显
著改善和提升。自 2013 年实施回归“一个
奇瑞”品牌战略以来，转型成果开始显现，
奇瑞已然踏上后转型期的上升通道。

据了解，奇瑞目前已经形成一套环节
完整的销售管理体系。从营销公司最先进
的软件管理和监督，到经销商的思想和方
法，再到每一个工作人员的销售态度、方法
和售后跟踪，形成了一套销售体系的完整
闭环。以经销商销售用户追踪方法为例，
每个用户至少要保证三次电话以上沟通，
并保持短信追踪。这套完整的销售管理体
系，也让奇瑞的“用户满意度”开花结果。

（何文）

随着北汽幻速首款MPV——H2
隆重上市，北汽幻速 2015 年新车计
划也随之曝光。据北汽银翔汽车有
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白天明透露，
2015年北汽幻速将主推 5款新车，并
将冲击 30万辆的年度销量目标。

作为一个年轻车企，北汽幻速
以产品“推出快、上量快”著称，2014
年推出小型 SUV 幻速 S2/S3，并实
现 9 个月热销 10 万辆、最高单月销
量破 2 万辆的佳绩。今年，北汽幻
速将幻速 H2、幻速 S2/S3 改款、幻
速 H6和幻速 S6等 5款新车，覆盖小
型 SUV、紧凑型 SUV、紧凑型 MPV
和大型 MPV多个细分市场。

白天明表示，北汽幻速之所以
能够快速、密集投放产品，得益于其

平台化做得又早又好，“今后北汽幻
速的产品都会立足在自己已有的产
品平台的基础上，加大品牌化，加快
模块化。”产品快速推新的背后，体
现的是一个企业的自主研发实力。
在研发方面，北汽幻速在研产品涵
盖 SUV、MPV、CROSS 等多款乘用
车型以及基于 VD 平台的客车。目
前，北汽幻速拥有 1200 多人的研发
队伍和实验人员，每年研发经费投
入不低于 3 亿元。在产能方面，北
汽银翔二期产能规划 25 万辆，预计
2015 年 8 月份完成。2015 年 9 月以
后，北汽幻速标准产能将达到 50 万
辆。渠道方面，2014 年北汽幻速已
建成经销商网络 230 家，2015 年计
划扩展至 300家。 （邹瑾萱）

北汽幻速 2015年将推 5款新车

在刚结束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首届高端论坛上，不少专家和学
者建议，应当大力发展低速电动车，
使之成为适用于各个年龄阶层消费
者的“国民车”。基于此，雷丁电动
车其实从去年 12 月 22 日起已正式
启动了“国民第一车”战略。

国民第一车要兼顾国家可持续
发展和老百姓生活所需的双重需
要，从人群、购置成本、养护便利性、
适用性等多方面真正做到“国民
性”。据悉，雷丁今年将把产品从现
有的针对中老年群体的 D50、针对
家庭主妇群体的 D70，向年轻化群
体延伸，推出针对年轻时尚族群的
A50 车型，由此形成两厢车、三厢

车、两座小车的全系产品矩阵，最终
实现产品线在老年、中年、青年三个
不同年龄阶层的“国民”覆盖。

从 2008 年开始，雷丁就规划了
低压铅酸，低压锂电和高压锂电三
大技术路线，同时布局建设了符合
轿车制造标准的四大工艺生产线，
开发了 iPower动力系统、iControl技
术和 iLife 电池管理技术，更在行业
内率先运用有效解决电池利用问题
的梯次利用技术。2016 年，雷丁将
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2020年，雷丁
将在全国建立三大生产基地，在国
内外建立两大研发中心，成为国际
领先的电动汽车专业制造商。

（李艳翠）

雷丁启动“国民第一车”战略

1 月 31 日，天道汽车集团全新福特
野 马 Mustang 上 市 仪 式 暨“ 全 新 福 特
Mustang 跨界艺术展”在河南东城天道
4S 店举办。作为美式经典“肌肉”跑车
的代表，福特野马 Mustang 诞生 50 年
来，累计销售已超过 920 万辆。此次首
度以进口方式引进中国的 Mustang 是
全新换代的第六代车型，也是该车系近
些年来首次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搭载
2.3T EcoBoost 涡轮增压发动机的三款
车型，售价为 39.98 万元起。福特中国
董 事 长 兼 首 席 执 行 官 罗 礼 祥 表 示 ，
Mustang 绝不只是一款车型，它是福特
运动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所在。

在外观上，新款 Mustang 采用了福
特的最新设计语言，造型相比老款显得
更加犀利、现代，三条 LED 日间行车灯
成为其前脸标志性的一笔。车身侧面
采用了修长的引擎盖、Fastback“快背”
造型以及简洁利落的腰线等特征，延续
了 Mustang 跑车的传统。车尾部分三
竖条尾灯从最初一代车型便开始使用，
而新款车上的 LED 灯带效果看起来更
加霸气独特。

新一代野马延续了美式传统简单
粗暴的内饰设计，三幅式方向盘标配了
换挡拨片，中控台的中央配备了 8 寸触
控显示屏，并集成了福特家族 SYNC 车
载多媒体娱乐通信系统，还能显示出倒
车影像和控制前排座椅加热/通风的功
能，同时造型富有美系文化的空调出风
口和灵感来自飞机驾驶舱的金属拨键
更是提升了整车的档次感。

动力方面，此次上市的野马搭载
2.3T L4发动机，最大功率 231kW，最大
扭矩 434N·m，其在动力参数上甚至强
于之前的 4.6L V8 发动机，而同时在燃
油经济性上有着明显优势。此外，新款
Mustang还采用了一套全新的多连杆式
后悬架，在操控性上得到进一步提升。

活动展出了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副
会长刘鲁豫、河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马
合福、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任建平及
加拿大华人摄影家协会理事陈宙等摄
影艺术家的众多作品。这些作品完美
诠释了 Mustang“自由、奔放”的精神。
与此同时此次活动也标志着天道汽车
集团北美自驾游正式开启。 （李涛）

1 月 31 日，小天后吴莫愁领衔余枫、周
深、李维、罗景文等六位“好声音”超人气学
员空降郑州，正式打响“智尊好声音 海马
S5唱响青春”视听盛宴收官之站，承新年之
喜，瑞雪之美，为到场新玩家们献上了一场
青春激昂、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

“智尊好声音 海马 S5 唱响青春”视听
盛宴从深圳首站启动至今，已在全国范围
内连续举办六站。不论是新颖别致的开场
环节、极具感染力和科技感的舞台效果，还
是好声音学员的倾情欢唱，每一场演出都
在传承的基础上增添极具创新个性的元
素，赢得如潮好评，吸引数十万计关注目
光。郑州作为收官之站，更是在演出规模、
演出阵容和演出级别上都超越以往，至此，
从去岁延续至今的“智尊好声音 海马 S5唱
响青春”视听盛宴宣告完美收官。

除了音乐热浪，本次“智尊好声音 海马
S5 唱响青春”郑州站的重磅主角——海马
S5 1.5T CVT 也以其完美的“T”动力和卓

越品质，“对味儿”都市新玩家。作为海马
汽车旗下首款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全新
SUV，海马 S5 1.5T CVT 有着符合国际潮
流趋势的造型设计、同步合资的品位工艺、
智能科技的丰富配置、兼具操控与燃油经
济实用性能。

在造型设计上，海马 S5 1.5T CVT堪称
是个性、潮流的引领者。由欧洲设计公司意
大利LD’A的设计团队和海马汽车共同设计
打造，使用青春的设计语言，形成了极具特色
的 Tiger Shark虎鲨式造型设计。带灯眉的
鹰眼式可调节车灯、鸥翼式前大灯镀铬装饰
条、LED 流光日间行车灯等，凸显了海马 S5
张扬洒脱的风格和极具年轻个性的气质。

坚持“品质至上 技术领先”造车理念的
海马汽车，也一直致力于品牌年轻化的打
造，在营销模式、营销内容的创新上更是从
未止步。未来，伴随海马汽车产品创新、营
销创新，势必会有更多都市新玩家成为海
马汽车、海马 S5的忠实拥趸！ （朱庭延）

——全新福特野马 Mustang河南上市

“野马”来了“智尊好声音 海马 S5唱响青春”
打响收官之战

奇瑞汽车：2014“收获年”

营销热点营销热点 新车速递新车速递

业界综述业界综述

为促进企业提高诚信经营意
识，自觉维护市场秩序，河南省汽车
行业协会于 2月 10日在郑州举行河
南省汽车行业“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第四批）表彰大会，对在商务部启
动的全国商务领域“诚信经营”示范
创建活动中表现突出的河南省汽车
行业的 32家企业进行了表彰。

“诚信经营”示范创建活动是为
了深入贯彻《商务部关于进一步推
进商务领域信用建设的意见》和商
务部办公厅《关于在商务领域开展

“诚信经营”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
的精神，根据河南省商务厅《关于印
发〈河南省诚信经营示范创建活动
总体方案〉的通知》要求，河南省汽

车行业协会在省商务厅监督指导下
组建河南省“诚信经营”创建活动评
审委员会，自 2009 年 11 月起，在河
南省汽车行业开展“诚信经营”示范
的创建活动，在前三次评选活动中，
全省共评选出 3家“诚信经营”示范
市场、95家“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此次活动共表彰了河南宇通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29 家“诚信经
营”示范企业，协会还授予马锡林、
李书波、魏拓 3位同志为“河南省汽
车行业诚信经营 2009-2014年度领
军人物”荣誉称号，授予王军等 12
位同志为“河南省汽车行业诚信经
营 2009-2014 年度优秀企业家”荣
誉称号。 （朱庭延）

河南省汽车行业“诚信经营”示范企业
表彰大会在郑举行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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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之声福彩之声 经批准，洛阳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洛
阳有色矿业集团嵩县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嵩县有色
公司”）2%股权，通过洛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
挂牌转让。

一、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嵩县有色公司成立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注册地址：

洛阳市嵩县县城交通巷，注册资本 19607.8431万元，经营
范围：钼多金属露天和地下开采、销售。职工 11人。

二、转让标的企业的股权构成情况
洛阳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嵩县有色公司 51%

股权；华普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嵩县有色公司 49%
股权。

三、股权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股权转让行为已经洛阳有色矿业集团董事会决

议和嵩县有色公司股东会决议通过，并经洛阳市国资委
（洛国资[2014]175号）批准。

四、转让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
经洛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嵩县

有色公司资产总额为 50448.28万元，总负债为 450.27万
元，所有者权益为 49998.01万元。

五、转让标的企业资产评估核准备案情况
经洛阳中兴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嵩县有色公

司总资产为 52932.50万元，总负债为 450.27万元，净资产
为 52482.23万元，资产评估报告已经洛阳市国资委备案。

六、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企业法人应为境内注册的企业，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以上；自然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犯罪记录。
2.提供银行出具的不低于 1000万元有效资金证明。
3.书面承诺接受嵩县有色公司《职工安置方案》。
4.本次股权转让不接受联合体报名申购。
5.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七、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股东华普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不放弃优先收购权。
2.成交后 5日内签订《股权转让合同》，逾期转让方有

权终止本次股权转让，并另行组织转让。
八、挂牌价格及交易方式
嵩县有色公司 2%股权挂牌价 944.68014 万元，保证

金 300万元（保证金公告期内以银行到账为准，未确认申
购资格或不成交全额无息退还），成交后 5个工作日内一
次性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公告期自见报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公告期满，若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资格意向受
让方，采用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洛阳市洛阳会展中心A区 4楼
网址：www.lyggzyjy.cn
联系电话：0379-69921073 69921018
联系人：李先生 邱先生

2015年 2月 10日

洛阳有色矿业集团嵩县矿业有限公司 2%股权转让公告
洛公交易产权[2015]7号

2 月 1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
球游戏进行第 2015014期开奖。中奖
红球号码为 02、12、16、19、27、30，大
小比为 3∶3，三区比为 1∶3∶2；奇偶比
为 2∶4。当期红球一组同尾号 02、12，
无重复号、跳号和连号开出，蓝球则开
出 11。当期双色球头奖爆 72注，单注
奖金为 507万多元。其中位于河南省
郑州市金水路省法院对面的福彩第

41010392 号投注站售出一注头奖，中
奖彩票为投注金额 336元的 9+2复式
投注票。也就是说，这张中奖彩票除
中得一注头奖外，还中出二等奖一注，
及 146 注 其 余 奖 项 ，总 计 获 得 奖 金
515.8万元。

上周，这位 515 万多元的幸运大
奖得主张先生来到位于河南省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领取了这笔大奖。据悉：

张先生是位资深老彩民，在上世纪 90
年代，每逢河南省福利彩票在郑州市
举行大奖组，他就会和家人一起去购
买彩票。张先生回忆说，那时卖彩票
不像现在都是小门店，都在大场地卖
彩票，人山人海的。虽然自己在那个
时期并没有中过大奖，却一下喜欢上
了买彩票时的那种感觉。当彩票过度
到现在投注站售卖后，就自然而然将
买彩票的习惯延续了下来。张先生买
彩票时喜欢自选，因为他认为只有自
选才能在选号中体会到买彩票的真正
乐趣——猜对了号码会很开心，猜不
对也会懊悔自己怎么当时没有想到。
就在这不停选号、兑奖及总结中，购买
福利彩票双色球现在已经成为张先生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2月 1日下午，张先生想着周末和
朋友还有一个聚会，因此他就没有像
往常那样等到夜晚去投注站和彩票朋
友们交流一阵后再购买双色球，而是
拿着自己在周六就选好的号码直接去
投注站买了回来。在与朋友们的聚会
结束后，张先生在回家的路上拿起手

机查询了一下当期双色球中奖号码，
他先习惯性地瞄了一眼蓝号 11，中
了，这下可保住本了。张先生接着就
喜滋滋地往红号扫去，当那些觉得异
常眼熟的六个号码蹦入眼中时，他立
即呆住了，当时在心中还连问了几句：
这是真的吗？反映过来的张先生在这
时也顾不上什么个人形象了，赶紧健
步如飞地往家里奔去——找到下午买
的彩票，再确认下自己真的中了这个
大奖。

在与家人分享过中奖的喜讯后，
本想压一段日子再领奖，好避开这个
大家正关注的风头，可在随后看见
2015 年河南省第一注双色球头奖还
没有领，过年后很快就会到兑奖截止
日期时，他们一家决定还是早点领奖，
落袋为安的好。就这样，张先生和家
人在上周就来到河南省福彩中心领取
了大奖。领过奖后，张先生讲他会将
这笔大奖先存在银行里，等过完年后
再仔细思考它的用途，一定不会辜负
福利彩票双色球年度派发新年红包的
一片好意。

郑州彩民复式投注

领取双色球 515万多元新年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