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去哪里？来成都金牛凯德广场闪约吧！ 8月2日，

雪佛兰全新爱唯欧联合百合网在成都进行 “闪约8分钟

交友”活动，单身男女们速度报名，现场配对。即日起，消

费者可通过成都各雪佛兰经销商店或登录百合网报名参

加，让雪佛兰爱唯欧为媒，为您寻找缘分，牵手另一半。

精品家轿 我的爱要高大上

即日起全新爱唯欧6.99万元起，助力更多追求真爱、真我

率性的年轻人享受甜蜜爱情。除此之外，雪佛兰更联手上汽

通用汽车金融公司及招商银行，针对符合资质的优质青年及

大学生人群，推出了“乐享毕业季迈出第一步”专属金融购

车活动。即日起到9月30日，只需25%的超低首付，即可选择最

长5年、最低0利率的贷款组合，轻松将全新爱唯欧“贷”回家。

雪佛兰全新爱唯欧出自通用汽车全球小型车平台，是

雪佛兰在小车市场上首款运用全新家族设计语言“令人心

动的造型设计”的上市车型，具备大气、动感、精致的特点。

车身整体比例干练协调，更显运动大气。与镀铬上进气格

栅高度一体化的全新动感大灯、仿扰流板的动感车尾等多

处设计都展现出超越同级小车的精致品质和高价值感。

轻松易驾 让爱加速度

全新爱唯欧全系标配EPS随速转向系统，带来低速轻

松、高速稳定的转向手感，这在A级车上都不是随处可见。

尤其对于7万元的入门车型来说，EPS搭配纯正欧式的底

盘调教，以及超越同价位车型的15寸轮胎，都为刚刚扬帆

起步的年轻爱侣带来高品质和高价值比的购车选择。

此外，全新爱唯欧采用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配置，平均

换挡速度低于1秒， 配合1.4升及1.6升ECOTEC�DVVT发动

机，带来平顺的切换感受和细腻充沛的动力输出。这也令位

于8万元区间的全新爱唯欧1.4升自动时尚版成为同价位合

资小车产品中唯一采用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标杆车型。

MyLink科技互联 传递爱意尽在指尖

全新爱唯欧配备了雪佛兰全新智能车载互联系统

MyLink， 中控台嵌入同级仅有的7英寸超大高分辨率触

控屏，整合了USB等多介质接入多媒体播放、蓝牙电话通

信、车载Siri免视以及智能语音导航等丰富功能。方向盘

四向调节、后排座椅4/6可分离翻折、大灯高度可调、车内

空气过滤等，在全新爱唯欧上也实现了全系标配。

作为“精品家轿”，全新爱唯欧拥有BFI一体化结构

车身，整车超过64%部位由高强度钢构成，搭配同级车中

独一无二的全框式副车架，采用了“双保险”设计的前后

保险杠，高版本四通道ABS+EBD+CBC系统等，在小型

家轿中，安全性能十分突出。

凭借全方位的过人实力、越级品质以及下探至7万元

以内的诱人价格， 具备了成为家用小车产品力标杆的实

力。

成都商报记者 刘丽娜

7月18日-20日，在Mazda� CX-7即将国产上市之际，

一汽马自达在成都锦华万达广场举办了一场神奇的AR

秀。AR即“增强实境”，是一种全新的人机交互技术 ,让

人感受到在真实世界中无法亲身经历的体验。 一汽马自

达负责人表示，之所以选择AR秀这种高科技手段来向观

众展示Mazda� CX-7这款车型， 是因为这种形式最能体

现Mazda� CX-7“心野形魅”的气质和“运动型高性能

SUV”的产品定位。

一汽马自达首款国产SUV车型Mazda� CX-7在进口

版2.5L两驱版的基础上，增加了2.3T四驱版。作为一款典

型的中型SUV，Mazda� CX-7的轴距为2750MM， 长度为

4705MM， 这比目前市场上热销的紧凑型SUV拥有更大

的内部空间舒适度，而从其公布的19.98万-27.58万元预

售价来看，已下探至紧凑型SUV价位区间。

（刘爱妮）

据今年初成都市交管局在2014成都公安交管工作会

上公布的数据，成都现有的机动车保有量340.16万辆，其

中汽车保有量为268.59万辆， 且成都地区已经连续62个

月新车上牌数月均超过2万辆。照此数据推算，成都现有

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270万辆。

汽车保有量增长幅度迅速，给汽车清洗业带来了契机也

带来了压力。精典汽车连锁一位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根据标

准洗车流程，单车的清洗时间差不多都在20分钟以上。因此，

每逢雨过天晴和连续晴天，洗车连锁店外等待清洗的汽车就

排成长龙，经常连停放都难以解决，车主等候时间也过长。

一位车主告诉记者， 他早就在精典汽车办了洗车

卡，但由于经常排队过长，他不得不经常选择在其他普

通洗车店洗车，但是“在普通洗车店洗车，只要车一多，

那些洗车店就洗得很‘水’，经常洗不干净，车内垃圾没

有清理，甚至洗完车打开后备箱，发现还有几片树叶还

夹在后备箱的缝里。”

汽车保有量增长快 洗车打拥堂

根据精典汽车连锁的定价，以前轿车（两厢、三厢）

标洗价格为35元，SUV为45元。而现在，如果选择快洗，现

金客户轿车每次仅需20元，SUV车型每次仅需25元，清洗

一次可以节省15-20元。精洗因为流程更复杂耗时更多，

因而价格也根据不同车型定价基本在200元以上。

7月15日，精典汽车连锁在部分门店开始试行分级洗

车新举措。据统计，试行三天下来，实行“快洗”的4家店

选择“快洗”的共有200多辆车，而这三家店的三天洗车

总量在800多辆，刚刚开始试行，快洗就已经占到了25%

的量。

“这已经是比较良性的，精典汽车连锁有很多办的套

餐卡的客户，那种都是标洗。现在选择快洗的大都是给现

金的车主和一部分办充值自助卡的客户。因为选择快洗的

人多了，所以这4家店这三天的排队等候时间大大减少。”

对于精典汽车此举， 记者随机采访的几家小洗车店

则纷纷抱以观望的态度。“我们只有一家店，客量没有精

典那么大，利润也很薄，所以我们暂时不会马上跟风，先

观望一下再说。”一位洗车店老板认为，精典汽车连锁此

举“肯定会对洗车业带来一定的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28

汽

车

责编 高升祥

编辑 郭庄

美编 李开红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质量是最高优先”

在上海通用汽车，任何一位员工接受培训时最先接

触的是企业文化， 其中的核心之一是 “质量是最高优

先”。上海通用认为，质量是制造出来的，不是检测出来

的。在上海通用汽车，“不接受缺陷、不制造缺陷、不传递

缺陷”的“三不”原则已深入人心。这从别克新君越上市

前的一场“风波”中可见一斑。

在别克新君越项目即将量产的最关键时刻，上海通

用供应商质量工程师碰到了项目开发以来最棘手的事

情，新君越某部位的密封条由于成品合格率低于预计，而

致使零件的供货无法满足批量生产的物料需求。经过调

查分析，原因是该配件为通用全球最新设计的结构，工艺

复杂性超过国内密封条行业中的最高要求，虽然供应商

是全球最大密封条公司在国内的分公司，但当时还没有

做好足够的准备来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项目。

面对这个困难只有一条路，迎难而上。上海通用汽车

组织了一个由供应商质量工程师、采购员、物流工程师、

整车质量工程师组成的联合工作团队，与供应商一起采

取一系列措施帮助供应商提升产品质量。

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最终供应商在产品质量和产能

上都有了飞跃式的提升，满足了上海通用汽车的质量要

求和物料需求。与国外同类产品的开发过程相比，公司不

仅开发时间缩短1/3，产品合格率和产能也都超过了国外

的同行水平，因此连供应商的海外专家也不禁对上海通

用的工作团队竖起大拇指。

上海通用汽车始终坚持对于产品质量的严格要求，

即使在车间面临停产的时候，也没有放松过对产品高质

量的追求，因为员工们都知道，产品质量是企业长久持续

发展的生命线。

确保产品缺陷不到达客户

确保产品缺陷不到达客户是上海通用精益管理、精

益生产的核心目标，而“缺陷不离岗位”也正是BIQ� 4级

制造质量认证的衡量指标。

在上海通用三大基地的现代化厂房内， 先进的工艺

装备、 高自动化率的柔性生产线都有效保证了高质量的

制造。以上海通用北盛新工厂为例，仅车身车间就有机器

人105台，其中焊接机器人83台，涂胶和抓料机器人9台，

滚边机器人9台，测量机器人4台。这些由ABB、西门子等

世界著名自动化技术公司提供的机器人， 数量上几乎等

于一个建制连的“兵力”。

同时，防错在生产过程中被广泛应用。总装车间由于

多种车型混线生产， 零件错装风险高， 车间利用追溯系

统，设计增加了防错功能，根据扫描条形码来检查零件和

所装车型是否匹配，如果不匹配的话，生产线会自动停线

报警，确保安装正确。这种防错方法保证了100%控制错

装，使制造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水平又提高了一个新台阶。

精准把握年轻思维 引发青春梦想

四年前，雪佛兰与优酷联手打造的《11度青春》系列

微电影，曾在网上掀起疯狂点击。其中最知名的一部《老

男孩》更是以“病毒式”传播速度席卷整个网络，引得无

数70、80后潸然泪下。影片成功了，雪佛兰也完成了一次

与目标受众平等的情感对话。音乐、青春、梦想是影片的

三个关键词，感动是因为大家在片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没有简单、生硬的产品植入，雪佛兰以讲故事的方式

与目标受众建立情感共鸣，堪称高明而有效的电影营销。

时隔四年，雪佛兰携手老男孩从网络走向了院线，用轻松

诙谐的方式继续讲述这个关于梦想的故事。 配合影片宣

传，洗脑神曲《小苹果》迅速席卷网络，再次以“病毒”传

播方式占据热门话题搜索词条第一位，《老男孩猛龙过

江》也理所当然攻占观众视线。对于年轻群体的娱乐神

经和消费习惯的准确把握， 正是雪佛兰能够从一次次的

电影营销中脱颖而出的关键所在。 不知道影片亿级票房

的贡献者中，有多少是被《小苹果》带进影院的，相信数

量一定不会少。

七年电影合作之道 赢得车主无数

如果说《老男孩》的成功是将互联网电影营销玩到

了极致，那《变形金刚》与雪佛兰的合作关系更像是基于

热爱后的彼此信任。

2007年，雪佛兰刚进入中国两年，被第一部《变形金

刚》捧红的“大黄蜂”科迈罗，迅速提升了雪佛兰品牌知

名度；2009年，雪佛兰与《变形金刚》二度合作，正逢《变

2》上映之时进入中国市场的科鲁兹，被冠以“小黄蜂”之

名，收获粉丝无数；2011年，雪佛兰品牌诞辰一百周年，同

年《变3》上映，上海通用汽车以全进口方式引入了“大黄

蜂”雪佛兰科迈罗第五代产品，迈出了变形金刚车型从银

幕走向现实的第一步， 也正式开启雪佛兰品牌在中国的

全系列时代。

而在今年上映的《变4》里，雪佛兰家族10多款车型

倾情参演，吸睛程度史无前例。同期，雪佛兰也特别推出

3000台限量销售的创酷变形金刚版车型， 一圆金刚迷们

的变形梦。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在雪佛兰与变形金刚系

列电影的营销案例中，展现得尤为出色。

用年轻的方式对话年轻人

———雪佛兰的电影营销之道

“上海通用制造”获得强大背书

通用在华四家工厂

获GM全球最高等级认证

一夜之间红遍神州大地的“小苹果”将电影《老男孩猛龙过江》推到了公众视线内，上映10天过2亿

的票房，也再次引爆了电影营销的热议话题。如果说《变形金刚4》的成功不单迎合了主流年轻群体对超

炫3D场景的钟爱，还满足了“刚丝”心中埋藏的变形金刚情结；那《老男孩猛龙过江》，则因其在布满笑

点的情节背后，依然怀抱“梦想”的主题，让观众大嚼爆米花的同时内心受到触动。每部叫座的影片都能

触发不同人群的情感爆点，但前提是先把人流吸引到影院，经常与热门电影打交道的雪佛兰深谙此道。

近日， 随着上海通用汽车北盛南厂正式获得

通用汽车BIQ（制造质量）4级认证，上海通用汽

车三大基地已经有4座工厂获得通用全球最高质

量等级认证， 成为通用汽车全球最高水准的整车

工厂。

BIQ（Built� in� Quality，制造质量）认证是

通用汽车为确保产品缺陷不到达客户的一种质量

控制管理方法， 通用汽车采用BIQ等级来衡量全

球工厂制造体系的实施水准和制造质量水平。

BIQ等级从Level1到Level4，4级是目前的最高

等级。2013年， 上海通用东岳南厂通过通用汽车

国际运营部制造质量组认证委员会评审， 成为通

用全球第一家获得BIQ� 4级认证的整车工厂。随

后，上海通用金桥南厂、金桥北厂和北盛南厂也通

过BIQ� 4级评审。 在当今通用汽车全球169家工

厂中，目前只有11家通过了BIQ� 4级认证，上海通

用汽车就占了其中的4家，名副其实地成为通用全

球质量领先工厂。

在进驻中国的九年中， 雪佛兰一直关注并伴随年

轻群体的成长， 通过年轻人喜闻乐见的电影架设情感

纽带，巧妙而又自成一派的引发年轻族群的强烈共鸣。

其中，“老男孩”已然成为雪佛兰电影的标签。从不

经世事到坚强成熟， 年轻群体在人生的轨迹上勇往向

前；而雪佛兰坚持将年轻人不断进取的奋斗情怀融入电

影中，一如当筷子兄弟“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的音乐

响起时，就自然暗合了年轻人向上的成长过程。 至此，

雪佛兰成功收获了良好的品牌认同，并将之转化为品牌

影响力。 国内目前超过333万雪佛兰车主就是最佳的写

照。或许很长一段时间，雪佛兰通过电影营销在业界独

树一帜的故事将长久为人所津津乐道。

（刘丽娜）

九年来

雪佛兰和年轻人一起成长

在国内汽车行业， 上海通用领先的质量管理为业内

专家与权威媒体所一致认可， 并屡获褒奖。 公司于2003

年、2006年、2009年已连续三届荣获上海市质量金奖。

2012年获得上海市卓越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同年还获得

上海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今年又获得上

海市质量最高级别奖“上海市市长质量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事实上，上海通用汽车进入中

国16年来，累计销量已突破900万辆，正是消费者的信任

与青睐，让“上海通用制造”这块金字招牌熠熠生辉。

（刘丽娜）

“上海通用制造”的市场认证

洗车也分级 “快洗”便宜近半

精典汽车首次推“分级洗车”缓解洗车排长队,市场反应良好

轿车35元、SUV车型40元……以前洗车都

是一口价，但是，一口价这种惯例即将被打破。据

悉， 最先在成都开创汽车售后服务连锁店模式的

精典汽车连锁已于7月15日在部分门店试行分级

洗车，将洗车分为快洗、标洗、精洗三种清洗标准，

当然价格也将形成阶梯收费标准， 其中快洗价格

将比现行标洗价格便宜近一半。

据悉，精典汽车将于9月1日起在全市60余家

门店全面推行分级洗车。阶梯洗车价全面推行后，

将解决晴天洗车店洗车打拥堂、脏车排长队、等待

时间过久等问题。

精典汽车连锁相关人士告诉记者， 在试行分级洗车

前，该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市场调研与客户数据分析，

创造性地将汽车外部清洗与内室清洁服务分离， 将洗车

流程分拆为“精洗”、“快洗”项目，从流程工序上提升洗

车时效，从根本上解决客户“快需快洗、精需精洗”的多

元化洗车需求。这样一来，将促使不少车主选择快洗，从

而缩短单车清洗时间，最终解决洗车排队的问题。

7月上旬，精典汽车连锁对60家门店数百名洗车员进

行了专门进行了分级洗车培训， 并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洗车王大赛”， 在精典汽车技术专家团的共同见证

下， 入围决赛的6支参赛队伍通过近4小时的专业理论考

核与洗车实操比拼。记者在现场测算了一下，快洗的时间

是10-12分钟，而标洗的时间基本在20分钟左右，相比之

下，快洗的单车洗车时间较标洗缩短了近一半的时间。

快洗时间减半 解决洗车排队

价格便宜近半 选快洗的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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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在39度烈日下逛车展？NO！2014年8月4日-7

日，跟着三和一起去体验“四天四夜”第二季空中车展盛

宴活动。年度最钜优惠，尽享车展价格降价补差，让您在

家吹着空调就能提前享受车展带来的实惠价格。

继2013“四天四夜、豪车盛宴”之后，成都三和集团

再次携手星空购物打造“四天四夜”第二季三和空中车

展。 此次活动三和集团精心挑选了中高级家轿旗舰车型

代表第九代雅阁、百变个性的两厢家轿骐达、变形金刚家

族新秀传祺GS5和个性城市SUV三菱劲炫等市场热销车

型。作为2014年度营销的重头戏，三和集团给出了令人难

以想象的钜惠让利政策回馈全川汽车消费者。8月4日-7

日每晚20:15-22:15，每天两小时限时钜惠，打开电视机

SCTV-6星空购物频道，拿起您的电话，轻松搞定您的购

车计划。

（王聪）

“四天四夜”年度钜惠

三和开启“空中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