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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车坛动态

营销热点营销热点 新车速递新车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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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起亚、东风悦达起亚广
东区域最大的经销商之一合力集
团挪用客户购车款，导致没有车辆
出厂合格证，60多位车主不能按时
上牌，同时因面临资金链断裂危
机，广东多家东风悦达起亚经销商
提交退网申请。而在北京有 5家一
汽丰田经销商正在与厂家进行退
网谈判。联拓集团是国内第一家
在美国上市的经销商集团，但今年
3月却因为资金链断裂，旗下多家
4S店进入半停业状态。

河南车市也不容乐观，虽没
有出现大面积的退网潮，但绝大
多数的 4S 店都是亏损经营，郑州
某一进口豪华品牌 4S 店今年 1-9
月份已经亏损近 2000万元。

汽车经销商为资金密集型企
业，企业的平均负债率在 70%左
右，由于资金压力大，一旦市场波
动小经销商就容易陷入倒闭。然
而 2014 年以前，经销商退出经营
多是单店、单品牌的个案，今年

起，同品牌多家经销商联合退出
经营的情况不绝于耳，大经销商
集团也纷纷陷入困境，汽车零售
业为何会在今年爆发如此大的危
机，并愈演愈烈？

亏至无路可退

从表现上看，一些经销商集
团为寻求高回报，投资者“不务正
业”，将现金流投向房地产、股市
等风险更高的市场，市场波动，资
金链断裂，反过来影响到 4S 店经
营本身，但究其根本，还是卖车不
挣钱。按照国际惯例，0.8-1.2 个
月是合理的库存上限，而中国的
汽车厂家一直将 3 个月作为合理
的库存上限。在压库和市场过度
竞争的双重压力下，经销商为消
化库存，盘活现金流，并达成厂家
设定的销售目标，不得不赔钱卖
车以期能够快速回笼资金，为了
拿到返利，只能虚报销量，为了消
化库存，只得出让销售利润，经销

商被这一恶性循环深深套牢。以
某日系品牌为例，现在的补贴政
策是每台车返利 6.5个点，但是现
在旗下所有车型优惠普遍在 10%
以上，卖得越多亏得就越多。同
时各品牌保养周期延长、中低端
品牌售后客户流失严重，售后盈
利状况也不容乐观。

事实上，经销商的亏损早在
两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但今
年经济下行、需求疲软、信贷收
缩，加之股市的大幅波动，使得经
销商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来
自销售和运营成本的双重压力，
资金链断裂只得挥泪退网。

重构新型厂商关系

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
计，2014 年仅三成经销商实现盈
利，今年预计 90%的经销商都处
于亏损中。中国汽车经销商的投
资人多为民营资本，大多白手起
家，拿到好的品牌资源不易，不到

万不得已，不会轻易退网，然而根
据现行的《汽车品牌销售管理办
法》，厂商处于不对等关系，而因
库存过高而造成的财务、场租、人
工、降价等成本一直由经销商独
自承担。

在经销商陷入困境的同时，整
车厂并未受到影响，甚至能够实现
利润提升。以日产为例，其 2014财
年在中国获得的利润为 65.9亿元，
比上一财年增长超过 35%，但去年
日产的新车销量几乎没有增加。
今年倒闭潮爆发，追其溯源就是产
能过剩，2012年开始厂家大跃进地
扩增产能，为了消化产能而制定不
切实际的销售目标，盲目扩张渠
道，“以产定销”利用市场支配地位
向经销商压库。

然而厂商终究是一个利益共
同体，唇寒齿亡，经销商亏损如果
成为常态，那么退网将会增多，这
势必对品牌造成伤害，最终也将
伤害厂家利益。

值得欣喜的一些厂家已经开
始正视经销商的诉求，去年底宝马、
奥迪、捷豹路虎都陆续对经销商给
出了巨额补贴。今年开始广汽丰
田、广州本田、东风标致、东风日产
等企业都开始修订商务政策，调整
供应以控制库存，优化经销商考核
体系，改进内部流程来改善经销商
资金流动性。以今年销售依然保持
微增长的东风标致为例，据其河南
大区销售经理李康康介绍，厂家今
年取消了分车型考核，并实行了返
利预兑现、库存贴息等政策，与经销
商共渡难关。逆势大涨的广州本田
更是“允许经销商只选自己愿意卖
的车”。但仍有厂家大力扩张渠道
以对抗微增长，这种无节制的扩张，
最终将造成区域内恶性竞争。

记者问郑州一 4S 店总经理：
“巨额亏损为何还要撑着？”他回
答：“我们看的是品牌的未来。”

市 场 疲 软 ，已 成 定 势 ，唯 望
“厂商一体，共渡时艰”。

非常时期，“断袍割义”还是“同舟共济”？
本报记者 李 涛

10 月 10 日,江淮旗下小型
SUV第二代瑞风 S3正式在河南
区域上市，售价 6.58万元起。在
连续多月蝉联细分市场销量首
席，并在上市短短一年内累计达
18万用户后，瑞风 S3以全面升
级的第二代车型以及增配不加
价的更高性价比再度显著提升
竞争力，为河南区域消费者带来
更多易驾生活价值与体验。

除了保持原有的“易驾”核
心优势之外，在第二代瑞风 S3

的升级清单中，可以看到智能
语音控制系统、倒车影像、GPS/
北斗双模定位导航系统、GSI行
车换挡提示、大尺寸中控电容
屏等在年轻消费群中呼声颇高
的智能配置；同时也不乏国五
排放、NVH 静音性能提升以及
外观内饰风格强化这样契合了
当下汽车生活人性化趋势的改
进。

据江淮汽车介绍，第二代
瑞风 S3的产品力提升，是立足

于长期的消费群体深度调研而
进行主动调整。比如倒车影像
的配置、智能语音系统的加入
以及国五排放的升级，都是河
南区域瑞风 S3 老用户之前曾
提过建议的，在第二代瑞风 S3
上都得到了体现。尽管上市仅
仅一年，消费群体的需求已经
出现新的趋势，瑞风 S3的换代
升级再次展现了江淮“迭代思
维”对市场脉搏的快速跟进。

（赵薇）

阿古直升机郑州演飞

上汽MG名爵“无乐不跑”首站启动

日前，以“和孩子共同成长，让
安全伴随左右”为主题的别克西北
区儿童安全季活动，在郑州正式启
动。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汽车品
牌之一——别克，不仅致力于为用
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还活跃在各
类公益事业中。今年别克将关怀着
眼于儿童，特别携手中国儿童少年
基金会，助力“和孩子共同成长，让
安全伴随左右”大型公益活动，而本
次启动的西北区儿童安全季活动，
也是响应公益活动主旨，希望为孩
子构建和谐安全的快乐家园，帮助
年轻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

训练营当天，别克方面特别邀
请交警进行安全培训，在专业讲解
下，孩子们对于日常出行安全知识
有了更全面理解，增强了安全防范
意识。在安全试驾区，孩子在“驾
驶”时，可以在特设的“马路”上通过
识别常用路标、信号灯，完成整个游
戏，寓教于乐。在安全座椅体验区，
专业讲解帮助父母了解儿童安全
座椅的重要性和使用方法，此外，别
克安全训练营设置的各类亲子活
动区——垃圾分类、绘画展示等，
也促进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互动。

（李新孟）

当跑步邂逅摇滚，当汽车遇上
运动，一场好玩、炫酷、富有激情的
盛大跑步派对正在席卷全国。9月
26 日，MG 名爵“Shake Run 无乐
不跑”首站在郑州率先开跑，5000
名热爱音乐、热爱运动的年轻人齐
聚绿博园，扔掉耳机束缚，变身“乐
跑侠”，加入一场夜跑与摇滚的混
搭狂欢，让年轻魅力尽情绽放。以

“8秒破百”高性能和“6升过百”低
油耗表现而备受关注的上汽 MG
名爵锐腾，则作为能量补给站全程
陪跑。在现场乐队演奏的抒情摇
滚 乐 中 ，人 气 歌 手 毕 夏 领 队 ，近
5000名“乐跑侠”趁夜起跑，踩着音
符和鼓点大步向前，享受全身 60

兆细胞自由欢走的乐趣。除了抒
情摇滚，跑道沿线还设置了乡村摇
滚和重金属摇滚乐队，用不同的音
乐刺激乐跑侠的耳膜，打造一场名
副其实的无“乐”不跑。MG名爵这
个来自英国并一直致力于为年轻
人打造梦想座驾的汽车品牌，又一
次借“无乐不跑”活动传递 MG 名
爵年轻、自信和激情的品牌精神。

据了解，以郑州为起点，从 9
月至 11月，MG名爵“无乐不跑”将
陆续登陆全国九大重点城市，在国
内掀起一场“全民乐跑”热潮，蔡健
雅、郑钧、陈楚生等人气明星也将
分别前往各站现场，用层层音浪把
跑道变成派对场。 （朱庭延）

别克西北区儿童安全季启动

9月 27日，全球顶级直升机制
造商阿古斯特维斯特兰（简称“阿
古”）飞抵郑州，这是中美洲际与阿
古联合发起的 2015 全国演飞活动
的其中一站，它的亮相，向社会大
众完美展现了通用航空的魅力，将
成为郑州低空飞行的新生力量。

作为同级别直升机中唯一一
款满足所有最新的认证标准的机
型，阿古 AW139 来自意大利的顶
级制造工艺，高水准、高规格令人
印象深刻，阿古 AW139 极其重视
安全性、舒适性和飞行性能，尤其
在商业运输市场中表现卓越，被广
泛 用 于 海 上 运 输 、客 运 、执 法 、

SAR / EMS、客运和消防服务，成
功获取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总理梅
德韦杰夫，英国皇室、迪拜王室，韩
国三星集团、Prada集团、中国北京
警用航空、香港空中快线等社会各
界的信任和青睐。近年来，在中美
洲际稳固而深厚的销售网络下，超
过 900 架 AW139 直升机已销往全
球 70个国家的 220多个客户，逐渐
成为市场的主流机型。

在今年 3 月获批的《郑州通用
航空试验区总体规划》中，预计到
2020年，郑州通用航空经济规模将
超千亿元，私人飞行器有望与汽车
一样，“飞入寻常百姓家”。（朱庭延）

玛莎拉蒂和杰尼亚，意大
利的两个传奇家族品牌，百年
来首次联手，推出全球 100 台
的 玛 莎 拉 蒂 总 裁 杰 尼 亚

“Quattroporte Zegna”限量版轿
车，并为中国车主保留尊贵的
22席。

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
版完美车身，裹以独特的铂金
丝色调，轮毂用与车身外饰颜
色相同的特殊金属漆，并采用
特殊工艺确保轮毂在高温情况
下也不会褪色、变色。限量版

独有的杰尼亚标志搭配玛莎拉
蒂三叉戟成为外饰的点睛之
笔，犹如熟男腕间坚毅而高冷
的袖扣，举手投足间自成一道
风景。

从精选丝绸与上乘粒面皮
革的完美交融，到雅致的Greige
织物色调，从伯尔胡桃木及镀
铬饰边，到标有“One of 100”的
黄铜色中控台，以及由杰尼亚
订制的剪裁工艺，玛莎拉蒂总
裁杰尼亚限量版内饰的每一个
细节都彰显最纯粹的意大利品

位。由专业的技师工匠用纯手
工抛光制作而成的刹车卡钳，
其精雕细刻体现了快速消费时
代最稀缺的品质。

玛莎拉蒂和杰尼亚联袂为
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版轿
车车主推出专属的“至臻工艺，
非凡科技”的意大利之旅，探秘
意大利的历史建筑、手工艺、汽
车科技和赛道基因，透过时尚
和超跑两个独特的视角，深度
体验意大利独有的生活方式。

（郑利）

9 月 28 日，一汽丰田全新
CROWN 皇冠 D-4ST2.0T+车型
在郑州艺术中心上市发布。

本次推出的全新 CROWN
皇冠 D-4ST 2.0T+，共五款车
型,官方指导价 26.48 万元起。
全新 CROWN 皇冠 2.0T+作为
一汽丰田全面年轻化的重要战
略车型，是一款专为 30-45 岁
为主的社会精英人群打造的豪
华车，全系标配 2.0T+双涡管涡
轮增压发动机搭配手自一体式
8挡自动变速箱(8 Super ECT)、

S&S 智能节油启停系统、多重
驾驶模式、9 个 SRS 空气囊 (仅
先锋版为 7个)、7英寸(8英寸)+
5 英寸 TFT 双屏可触多媒体显
示系统、DSC 起步辅助控制系
统、智能弹起式发动机罩等豪
华配置，官方指导价为 26.48万
元起。

全新CROWN皇冠 2.0T+最
大亮点就是其搭载的全新动力
总成，实现了动力、油耗的全面
革新进化。其中，全新 CROWN
皇冠 2.0T+发动机搭载四双（双

喷射、双涡管、双循环、双VVT-i
(W)）等技术，同级别全面领先。
全新动力总成令全新 CROWN
皇 冠 2.0T + 0-100KM 加 速 7.7
秒，百公里综合油耗 7.4L，尤其
值得称赞的是其中高速连续加
速能力,1650 转～4400 转之间
均可保持 350Nm强大扭矩的连
续爆发能力。同时在 2.5L车型
4年或 10万公里保修的基础上，
一汽丰田将 2.0T+双涡管涡轮
增压发动机保修延长至 6 年。

（罗盼盼）

第二代瑞风S3河南区域上市

玛莎拉蒂总裁杰尼亚限量版“意”式杰作

全新CROWN皇冠D-4ST 2.0T+郑州首发

2015 年北汽绅宝陆上飞行秀
体验季在全国上演“性能狂欢风
暴”，继登陆北京、东莞之后，10月
10日-11日，这场“性能风暴”劲袭
郑州，北汽绅宝携性能家族成员绅
宝 X65、绅宝 D50、绅宝 CC 及北京

（BJ）40 震撼亮相。作为本次活动
的主角，传承 SAAB 经典设计的高
性能休旅 SUV 绅宝 X65 格外引人
注目，其出色的表现引来现场嘉宾
纷纷称赞。同时，与以往陆上飞行
秀不同，此次活动实现了从“秀”到

“体验”的突破，通过颇具北汽绅宝
特色的教具试驾和动态试驾等体
验环节，让到场嘉宾切身体验了

“贴地飞行”的惊险和刺激。
整个试驾主要包括越野科目和

综合试驾科目两部分。在越野科目
试驾区域，X型排布的四个斜坡分别
设置了单边滑轮组、起伏路、搓板路
等，此外还有车轮阵、单轮陷阱、极限

爬坡测试等模拟野外路况，绅宝X65
均能轻松通过，2.0T发动机展现了强
劲的动力。而得益于高抗扭车身和
车身 64%高强度钢材的使用，绅宝
X65在开上颠簸的路面时，车身整体
感很好，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独立悬挂
系统保证舒适度的同时，还拥有优越
的操控感。在动态试驾环节中，全景
闯迷宫、直线加速、蛇形绕桩、紧急避
让及紧急制动等动态体验科目，令绅
宝X65的操控性能发挥到了极致，高
效的刹车稳定性使绅宝X65飞得起、
站得住。同时嘉宾仅仅依靠 360度
全景影像即可轻松完成环形赛道和
倒车入库的任务。

虽然身处竞争激烈的 SUV 细
分市场，绅宝 X65 2.0T 涡轮增压
发动机的强劲动力和良好的底盘
调 教 ，倒 车 神 器 360°全 景 影 像 、
1.25 平方米超大天窗等都体现出
超高的竞争力。 （李涛）

北汽绅宝SUV X65再现陆上飞行秀

2016款宝骏730加量不加价

日前，2016 款宝骏 730 全新上
市，共推出 1.5L、1.8L两种排量 4款
车型。新款车型在继承 2014 款宝
骏 730超大空间、高性价比、五星安
全、驾乘皆宜的产品优势上，造型档
次得到全面提升、配置更加贴心便
利，售价与 2014款宝骏 730保持不
变，仅售 7.58万元起。

新款宝骏 730不仅在外观造型
上做出了优化，使得整体外观更具
现代感，也在功能配置上进行了提
升，全新双炮筒式仪表盘更富立体
感，8 英寸彩色大屏大面积应用水
转印材料，结合主设计特征，与拉
丝工艺结合得恰到好处，第三排座

椅为消费者提供 4/6分的空间利用
优化方案，空间使用更加灵活。同
时，上汽通用五菱更是着重车内人
员的驾乘感受，带来内饰和车内静
谧性的全面升级，全新的内饰设计
带来更强的品质感，配合更强的车
内静谧性，为消费者免除嘈杂，打
造更为舒享而宁静的车内空间。

作为上汽通用五菱抓准用户
需求的战略升级车型，宝骏 730 上
市即开辟了 7座家用车的市场新蓝
海，2016 款宝骏 730 加量不加价，
将进一步巩固宝骏 730在 7座家用
车市场的领导地位。

（穆翔）

2015“嵩皇体育”杯中国汽车
拉力锦标赛（CRC）登封站经过三
天的激烈角逐，在 9月 28日圆满落
下 帷 幕 。 一 汽 大 众 车 队 大 获 全
胜。一汽大众车手阿特金森一路
领先最终夺得全场冠军，并与队友
携手再次赢得车队冠军。斯巴鲁
中国拉力车队以车队总积分仅一
分之差暂列第二，夺得本站联合会
杯亚军。车手韩寒经过仅仅两个
赛段的较量之后，再次占据国内车
手第一的位置。

河南登封是首次作为 CRC 比
赛承办地，而此次比赛也是本季中
国汽车拉力锦标赛（CRC）的第四

站。赛事路段总长度约 306.29 公
里，其中，比赛路段为 161.88公里，
为山间道路，全部为砂石路面。但
是，由于比赛路段有较多急弯和起
伏，对车手的体能和车辆的性能都
是极大的考验。尽管难度颇高，登
封 站 参 赛 车 辆 却 多 达 119 辆 ，在
CRC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可见
此次比赛的吸引力。但最终只有 54
辆车完赛，完赛率不足 50%，更可见
比赛之艰难与残酷。

登封站比赛圆满落幕后，10月
30 日，2015 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

（CRC）第五站比赛将移师浙江龙
游举行。 （何文）

2015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登封站落幕

9月 28日，2015中国·中部新能
源汽车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新闻
发布会在郑州举行，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副秘书长师建华，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委员会装备工业处处长亢
东宁，河南省汽车行业协会秘书长
刘晓明等出席并讲话。

2015 中国中部新能源汽车产
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将于 10月 23
日至 25 日在河南驻马店会展中心
举办，此次博览会由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
共同主办，河南省汽车行业协会、
郑州志平会展服务有限公司承办，

今后将每年举办一次，这也是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首次联合省外工业
主管部门举办的全国性大型新能
源汽车产业博览会。此次博览会
暨高峰论坛将邀请国内新能源汽
车领域权威领导和领域内最具有
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出席活动，省内
主要企业 200 余家。省外企业 20
家，预计展会规模 2万平方米，参展
企业 300家，其中中部地区采购商、
经销商约 2 万人，专家学者 30 人，
国家和省、市新闻媒体近 30家单位
参会。

（朱庭延）

担当，既需要“知其难为而为
之”的执着精神，又需要“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的无畏勇气。专
注于二手车事业的启乘名车广场，
就做到了“敢二敢当”。作为一个
讲诚信、负责任、求规范的企业，启
乘名车广场致力于打造“高品质二
手车专家”形象,始终坚持把品质追
求严格落实到每一台车、每一个
人、每一个零件、每一个环节，确保
出售的车辆没有任何品质问题,以
实际行动引领二手车市场健康、规
范发展，成为区域市场最具影响力
的二手车企业。

在二手车行业之外，启乘名车

努力担当起一个企业公民的社会
责任。自开业以来的两年时间里，
启乘多次发起参与爱心公益活动，
种植爱心林，造福一方人；千里奔
驰，助失散 20 年姐妹团圆；CD 义
卖，捐助大别山邓庄小学；募集物
资，驰援鲁甸震区灾民；暖冬行动，
为农村孤儿送去关爱……

10 月 16 日，启乘即将迎来二
周年庆典。两年时间里，启乘以

“敢二敢当”的态度，受到社会各界
的认可。相信凭借这种“敢二敢
当”的精神，启乘将在二手车的道
路上越走越远。

（文博）

启乘名车广场：“敢二敢当”

中部新能源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

宋潮来袭！10月 12日，比
亚迪宋在北京正式上市，提供
了燃油版和双模版多达 9款车
型。其中，燃油版售价 9.69 万
元起，双模版全时四驱旗舰型
预售价 28万元。

定 位 为 科 技 领 潮 新 生 代
SUV，宋再次展现了比亚迪引
领潮流的科技创新魅力，主打
双色车身，搭载了 CarPad 多媒

体系统、全景
天窗、软内饰、
全时电四驱、
移动电站等系
列高端配置，
为时尚潮人量
身定制。

如 今 80、
90 后 是 汽 车
消费市场的主
力军，他们在

座驾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时尚
感、品质感和科技范儿。所以，
具有 IT 的“宋”基因，带着互联
网+造车理念顺势而来。Car⁃
Pad 多媒体、PM2.5 绿净系统、
第三代 360°全景影像等系列高
端配置构造了宋高智能化的

“最强大脑”。
比亚迪宋的特别之处还在

于它提供了燃油和双模两种动

力系统。宋的燃油车型分别有
2.0TI 和 1.5TI 的动力配备。作
为继唐之后的又一款比亚迪
542战略中的重点车型，宋的双
模版搭载了全时电四驱技术，
不仅能 hold 住山路、雪地、沙
地、泥地等全地形路况，还具备
了“三擎动力、高效节能、快速
响应”的优势，百公里加速 4.9
秒。以目前行业内加速排行为
例，能跑进 5 秒的车只有四十
余款，占总车型不到百分之一，
且绝大多数售价都在百万元以
上。

大家渴望更潮、更智能、更
舒适的用车生活，比亚迪宋作
为一款横跨燃油和新能源领域
的紧凑型 SUV，从产品研发到
设计，真正做到了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引领时尚 SUV 的新潮
流。 （朱庭延）

比亚迪宋领潮上市

10 月 13 日，由云达车酷举办
的《未来汽车流通模式高峰论坛》
及云达车酷启动仪式在郑州云时
代广场举行。

云时代广场总经理胡途在致
辞中表示中国车市正在遭遇一场
空前的生存危机，很多经销商正在
进行汽车流通模式多元化转型。
望河南汽车市场能够以此论坛为
契机，创新销售模式。

在百余位行业同仁的共同见
证下，云达车酷正式启动。据悉，
云达车酷计划于 2015年 11月 22日
开始试营业，作为云时代广场的核
心板块，国内首个宣布即将开业的
独立第三方汽车超市项目，并将在

行业内率先开创整车 7天退换且先
行赔付服务，提升行业整体服务标
准，提高客户满意度。云达车酷拥
有 80000 平方米的经营面积，可容
纳 100个汽车品牌馆，1200余款畅
销车型的展示和销售，其中二手车
展销广场将实现 500余款知名汽车
的同场展示。

云达车酷将为广大互联网汽
车电商提供全线下体验平台，已经
与易车、中国汽车消费网等达成战
略合作，就互联网汽车企业如何落
地展开广泛和深度的合作，未来，
云达车酷将会与更多的互联网汽
车电商接洽，全力拥抱汽车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 （刘亮）

云达车酷在郑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