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风悦达起亚在今年施行顾客满意年

战略，通过服务、技术、管理三大层面的创

新， 全面完善和优化企业各领域的工作质

量，以全局的进步，推动终端满意的跨越。

通过强化销售过程服务，规范售前、售中以

及售后服务行为，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便利。

在售后服务领域，它还提出了全新的“关

爱有‘家’”售后服务口号，旨在以家人般

的关怀，为客户提供优质、便捷的人性化服

务。围绕该口号开展的大量客户关爱项目，

包括“+1”服务、“维修优惠”等售后服务

以及 “喜迎欧洲杯·惠享惊喜好礼”、“购

K5、 秀尔赢韩国浪漫双人游”、“客户评

价”、“满意展厅”、“同心同行， 风雨同

舟”等都为消费者带去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及便利， 让大家真切感受到了专业服务和

敬业态度。

截至目前， 东风悦达起亚已实现全国

近700家网点布局，构建起包括4S店、二级

网络和K5专卖店等在内的灵活运作机制，

以精确到秒的刻度， 随时随地为用户提供

贴心的服务。通过“顾客满意年”战略的努

力， 东风悦达起亚不仅获得了2012年中国

销售满意度（SSI）和售后服务满意度指数

(CSI)的第六名和第八名，在今年“全国汽

车用户满意测评报告” 中，K5、K2和狮跑

也获得了各自细分市场满意冠军。 客户的

满意， 已经为东风悦达起亚占得了更多发

展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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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东风悦达起

亚总经理苏南永

在谈到企业战略

规 划 时 表 示 ：

“2012 年 将 定

义为企业的‘顾

客满意年’，通

过服务创新、技

术创新、 管理创

新， 强化东风悦

达起亚核心竞争

力， 以高效率高

品质的可持续发

展模式， 踏踏实

实完成48万辆

的全年目标。”

一年行将结束，东风悦达起亚交上了完

美答卷。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1-11月，全

国汽车产销分别为1748.29万辆和1749.32万

辆，同比增长4.51%和4.03%，“微增长”成为

车市年度词汇。然而，东风悦达起亚似乎“置

身事外”， 截止到11月底已经累计完成销量

43万，同比增长11.1％！随着10月新上市车型

K3的发力，今年全年，东风悦达起亚完成了

48万辆销量目标，跻身行业第八已成铁定事

实，这样的出色成绩着实令人瞩目。

与平淡的2011年相比， 2012年的中国

车市依旧没有迎来大的行情， 较之去年，今

年的局势似乎更加复杂和多变。面对瞬息万

变的市场洪流，一个车企既要有坚守也要有

变化，才能在这一洪流之中找到自己的发展

之路并撷取胜利果实。 在竞争更加激烈的

2012年， 东风悦达起亚以极大的魄力和自

信，继续坚持自身品牌特色，根据顾客满意

年战略，通过技术、管理、服务三大层面创

新，高举顾客满意之刃，顺利刺破市场之盾，

获得喜人战果。在2012年，它还迎来了第三

工厂的奠基以及200万整车下线， 再次强化

了其在中国汽车市场主流阵营的话语权。

2012年， 东风悦达起亚新产品密集上

市，这些优秀产品的推出，除了提升品牌形

象、客户满意度之外，也直接带来了销量的

提升。

为满足年轻消费者差异化的用车需

求，东风悦达起亚在今年年初推出K2两厢

车型。越级的品质以及悦行的理念，得到年

轻人的极大肯定；随后，推出K5� Nu，在继

承K5尊逸格调的同时，K5� Nu带来了更加

环保、 强劲的动力， 同时安全性能再次升

级，进一步巩固了K5在中高级市场的标杆

地位；而K5十周年特别版和K2十周年纪念

版的相继问世， 也充分显示了企业十周年

回馈消费者的诚意；10月，东风悦达起亚重

磅推出K系跨越力作K3， 以进化的“DE-

SIGN� KIA”理念打造，全面超越同级的产

品性能，得到市场的极大认可，上市首月销

量即顺利破万。一方面，东风悦达起亚不断

对已有产品进行改款、升级，始终保证其领

先于市场的产品力；另一方面，通过优秀新

品的引进， 不断对旗下产品线进行扩充和

完善，充分满足消费者差异化用车需求。精

准的产品策略， 成为东风悦达起亚赢得市

场的极大底气。

在营销领域， 东风悦达起亚继续坚持

自己的体育营销传统。 赞助了斯坦科维奇

杯洲际篮球赛； 组织和举办了全国性的第

四届东风悦达起亚杯企业五人制足球赛；

组织车队参与顶级赛车运动———CTCC

（

中国房车竞标赛

）；还邀请奥运冠军张继

科代言今年上市的K系新车K3， 都积极传

递了东风悦达起亚激情、梦想的品牌形象。

另外，以K5经典交响音乐会为开端，企业

开启文化营销，进一步丰富品牌内涵。植入

热播剧《心术》，也为东风悦达起亚赢得满

堂彩。而“纯白北京·圣诞礼遇”、“K3造梦

家”、K5“芯动行动·码上派送”等创意营

销活动活动，更以消费者喜闻乐见的方式，

诠释产品、传递品牌理，赢得了更多喝彩。

除此以外，它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包括为

期三年、 注资1200万元的希望小学援建工

程；与起亚汽车合作开展的“起亚家园”大

型房屋援建项目；在奥运期间成立“东风

悦达起亚奥运奖励基金”等，树立起了东

风悦达起亚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形象。

今年是东风悦达起亚成立十周年，十

年， 既是里程碑也是新标杆， 坚守已属不

易，超越则更需勇气。10月26日东风悦达起

亚第200万辆下线庆典现场，东风悦达起亚

总经理苏南永表示：“两百万整车下线，不

仅代表东风悦达起亚在中国汽车市场地位

更加巩固，也标志着企业精耕细作、走内涵

式增长的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公司成

立10年，从产品经营到形成集生产制造、渠

道服务、 品牌经营和社会公益多元化发展

于一体的经营布局，各领域全面稳步发展，

实现了量变与质变的同步跃升。 今天两百

万整车下线， 表明东风悦达起亚已经进入

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2012年， 东风悦达起亚顾客满意年完

美落幕，顺利达成48万销售目标。接下来，

东风悦达起亚将迈入发展的第二个十年，

围绕“智造经典·惠创未来”的全新经营理

念， 除继续完善目前产品矩阵和品质体系

外， 东风悦达起亚也将加大对新能源和新

技术的研发以及投入， 致力于为消费者打

造更加绿色、智能、精彩的汽车生活，并向

更高的品牌目标迈进。

（王飞 图据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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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瞬息变化的市场环境，企

业要生存 、要发展 ，那就只能通过

自身转变， 去不断满足市场需求。

从企业创立至今，我们始终以市场

为导向， 合理地安排产品周期，从

最开始的单一车型到今年

10

月

K3

上市 ，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系 ，包括

小型车、中级车、中高级车到

SUV

的

完善产品矩阵，充分满足了市场的

差异化需求。

同时，随着市场的变化，我们也

积极地调整自身战略。从

09

年“

DE鄄

SIGN KIA

”确立，到之后开展的品

牌年、品质年等，我们运用长远的战

略眼光以及针对性的阶段策略，来

不断完成转变和跨越。每年

10

万辆

以上的增长速度， 已经让行业看到

了我们的能量和潜力。

今年，我们以

11％

的高增长率，

顺利完成

48

万辆销售目标。 同时，

在

2012

年新车满意度调查（

IQS

）、

中国销售满意度（

SSI

）和售后服务

满意度指数（

CSI

）中，我们也分别

收获了第八、第六和第八的好成绩。

在全国汽车用户满意测评报告中，

K5

、

K2

和狮跑也均获各自细分市场

满意冠军。所以，我认为一个“转”字

很能体现东风悦达起亚这些年的发

展状态，从量的提升到质的飞跃，在

不断地转变过程中， 意识到自身的

不足，并进行很好的完善，而这些努

力都为我们将来更大的成功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我相信转变、创新的精

神， 会始终贯穿于我们东风悦达起

亚的发展史当中。

东

风

悦

达

起

亚

总

经

理

苏

南

永

2012微增长

车市进入理性时代

车便宜了， 有现货了。”这

就是2012年汽车行业的整

体生态。

除了极为个别的品牌

和车型之外， 绝大多数车

厂、 车商和车型都不再牛

气冲天。排队购车、加价购

车， 这样让汽车厂商眷恋

无比、 让消费者痛苦不已

的 非 正 常 状 态 终 结 于

2012年。

供大于求、 车系之争、

消费升级， 三大因素，让

2012年车市的主动权，从

汽车厂商偏向了消费者一

边。“虽然我们日子难过一

点，但是这样的变化有利于

车市健康、 长期的发展。原

来的高速增长，让每个人都

头脑发热， 近乎疯狂。”一

汽车经销商总经理感慨说，

微增长有积极的一面：“让

厂商都静下心来做产品、抓

服务，不光是消费者，整个

行业都会因此获益。”

2012年， 中国车市延续了2011年

的低速增长， 彻底宣告汽车行业进入

“微增长”时代。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统计 ，1-11月 ， 汽车产销分别为

1748.29万辆和1749.32万辆，同比增长

4.51%和4.03%， 对比往年动辄百分之

二三十的增速， 这样的增速显得相当

可怜。

与低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各大汽车厂的产能急剧扩充以及营销

网点的迅速增加。 厂家2012年初在制

定全年销量计划时， 各大汽车主机厂

的产销增产计划普遍都大于10%，其中

部分厂家甚至达到了25%。大幅扩充的

产能与低速增长两相作用， 决定了今

年车市供大于求。

在六七月份的时候， 成都经销商

库存几乎爆仓，多数经销商存销比

（库

存量与月销量的比较）

一度超过3：1的

正常上限值， 甚至达到5：1的高点。库

存压力带来的是价格跳水，“亏本卖

车”已经不再是销售噱头，而是实实在

在的上演， 经销商宁愿亏本也要降库

存，新车销售成了一笔不赚钱的买卖，

这导致了汽车经销商利润大幅下滑，

利润构成中， 新车销售和售后服务的

比重发生逆转， 车商正从经销商的角

色向服务商转变。

“去年，我们的利润中，新车销售与

售后服务大概占比为4：6，而今年我们

的新车销售利润大概占两成， 其余八

成为售后服务。”港宏汽车总裁谭红岗

认为，未来，车商会更加注重消费者感

受，注重服务质量。三和集团总裁张德

鹏也认为，汽车厂商唯有做好服务，才

能让企业和行业得到健康发展。

2012， 车市格局发生了一些明显

变化。日系车的销量下挫，让其他车系

都希望抢占其空出来的市场空间。

在这场争夺战中，获胜的不是我

们的自主品牌。 据汽车工业协会统

计，今年1-11月，自主品牌乘用车共

销售579.64万辆，同比增长4.9%，虽然

略高于行业增速，然而市场占比却较

去年下滑了0.8个百分点，占乘用车市

场的41.3%。市场占比的不升反降，这

说明自主品牌尚有更多的功课需要

做。“自主品牌对日系车的替代性还

是太弱” 一自主品牌车企高层感叹

说，“我们现在的产品和品牌都还没

有达到顶替日系车的能力，把这个市

场空间拱手让给了其他合资品牌。”

德系车保持了其强劲势头。 一汽

大众、 上海大众今年连推新车， 新速

腾、新朗逸、新宝来、新桑塔纳等新车

接踵上市，强势占领更多细分市场。一

汽大众在成都工厂的产能释放， 以及

建立在佛山的工厂都将强化其产能以

及在南方市场的竞争力。

韩系车的市场份额一路飙升，今

年1-10月， 东风悦达起亚累计完成销

量37.8万辆，排名行业第八。它还在今

年迎来了其200万辆整车下线，两个数

字都表明该企业进入了国内一流车企

行业。11月份， 北京现代第400万辆车

下线， 它的第一个百万辆用时 63个

月，而第四个百万辆仅耗时15个月，如

此速度，在行业增速整体下滑的时候，

着实显眼。

美系车和法系车等车系也动作不

断，今年相继推出了很多车型，例如别

克昂科拉和东风雪铁龙C4L等， 它们

也纷纷表示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但是

从总体而言， 今年其尚处在一个蓄势

的阶段，尚未完全发力，与对手们展开

激战。

进口车市场今年虽然竞争激烈，

降价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其销量的

提升有目共睹，尤其是入门级豪车的

发力，让进口车销量大增，宝马1系、

Smart、奔驰B级、奥迪A1等等豪华小

车开始进入百姓家。

2012年，成都市民预购车价位平均

为19.9万元，相较2011年上涨8000元；这

个来自神鸟数据咨询有限公司的报告

显示：成都汽车消费正在快速升级。

“汽车消费升级意味着换购客户

增多， 意味着中高端车的市场会越来

越大、意味着消费者对产品要求更高，

对汽车厂商的服务要求越来越严格。”

新元素奥迪总经理邓囿文表示， 消费

者会越来越理性， 车市竞争会越来越

有技术含量， 谁能为消费者带来更好

的产品和服务，谁才能赢得市场。

换购潮的出现， 会推动二手车

市场的发展， 今年刚开业的宝悦二

手车中心总经理詹育鸣认为：“成都

的二手车市场在未来二三年会步入

一个快速发展期， 汽车消费者对二

手车经销商的规模、实力、信誉、服

务质量等都会有更高的要求。 蚂蚁

王二手车总经理王义强认为， 二手

车品牌化经营将是一个主要方向，

消费升级将推动二手车市场变得更

诚信、更成熟。

对于处于中低端市场的自主品牌

而言，消费升级则是一个挑战，如果自

主品牌不能迅速上行， 赶上这波高峰

将意味着白白失去这部分中高端市

场。“2012年自主品牌基本都在蓄势，

在未来两三年， 大家就会看到自主品

牌的变化。”比亚迪川西大区经理邓科

说，“自主品牌现在的进步大家有目共

睹：开始掌握了发动机、自动变速箱的

先进技术，开始有了一定的客户口碑，

自主品牌上行虽然艰难， 但是自主品

牌经过多年积累， 确实已经开始发生

质的变化。”

在2012的最后一天， 我们期待市

场竞争送给我们的新年大礼： 新的一

年消费者将得到更好的产品、 更好的

服务， 以及更实惠的价格。 我们也相

信，中国的汽车行业，在经历2012年的

微增长之后， 原来的狂热情绪会回复

平静，从而换来更健康更长期的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消费升级 带来新机遇

车系之争 格局重组

库存爆仓 利润见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