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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25内饰揭幕
北京现代全系车型亮相成都车展
8月29日，以“缤纷车展·炫动蓉城”为主题的第十七届成都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启
幕。在西南地区拥有极高人气的北京现代，携新车ix25及全系车型亮相成都，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
北京现代展台位于3号馆，展台面积达1375平方米，展台设计延续了一贯的时尚风格。在展区共有10款17辆重点
车型展出，人气新车“青春实力派SUV”ix25量产车下线亮相的同时，还有2014款第八代索纳塔、名图、全新胜达、
ix35、朗动、瑞奕等畅销车型。

ix25

量产车下线
内饰首度亮相

成都车展首日， 北京现代现场
举行了ix25量产车的首发仪式。自
北京车展话题十足的亮相之后，
ix25就以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在多个
车展赢得无数赞誉。 而ix25迟迟未
见曝光的内饰， 更是吊足了车迷们
的胃口。此次ix25量产车下线，终于
让翘首期盼的消费者们一偿夙愿，
近距离一睹ix25的真容。
ix25 定 位 为 “青 春 实 力 派
SUV”，是北京现代为满足年轻、个
性人群需求所开发的一款全新
SUV， 目 标 人 群 瞄 准 Individual
—真我、 干练的青春族。这
Stylist——
个年轻群体个性独立、富有责任感，
追求生活品质， 对车的外观和配置
都极为挑剔，ix25鲜明的SUV硬派
风格外观，精湛、充满科技感的内饰
设计，以及丰富配置、充沛动力和完
备的安全性， 与这一消费人群的需
求极为吻合。
采用现代汽车流体雕塑2.0设
计理念的外观， 硬派纯正的SUV风
格明显区别于同级SUV常见的两厢
车外形设计。 尤其是国内独创亮黑
隐藏式A柱营造出的悬浮式座舱设

产品线 格局初定

品牌战略加速

计，强化了车型的整体感及空间感，
使外形更富个性化。
ix25车身尺寸与同级相比也有
明显优势，尤其是2590mm的轴距，
超出同级车型35~60mm，保证了充
足的头部和腿部空间， 综合空间指
数达到同级最优， 平整化设计的
431L超大后备厢容积也大大增加了
ix25的实用性。ix25还配备了同级唯
一 的 可 开 启 全 景 天 窗 （1690 ×
980mm），不仅科技感十足，更让它
视域宽阔空间感大增。
成都车展上，ix25的精致内饰
首次亮相，欧式简约设计的仪表盘、
强调便利性和科技感的中控台，易
于操控的同时体现优良的品质感，
以黑色为主打色的三款内饰选择，
体现年轻人的个性和活力。 同时，
ix25丰富配置也给消费者带来莫大
惊喜，除驾驶员通风座椅、后排出风
口、 转向辅助照明等12项同级车独
有配置外，LED日间行车灯、智能钥
匙一键启动、座椅加热、定速巡航等
高 端 配 置 也 应 有 尽 有 。ix25 搭 载
1.6L、2.0L两款发动机，匹配六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其中2.0L车型搭载

ix25内饰做工非常精美

的 Nu 发 动 机 ， 最 大 功 率
118KW/6500。ix25四驱车型还搭载
了同级独有的多连杆独立后悬架，
给驾乘者带来极佳的操控体验。
ix25在安全上也做足了功课， 车身
骨架超高强度钢板面积超过33%，
配合八大主动安全配置和全方位6
安 全 气 囊 组 合 ， 让 ix25 达 到 了
C-NCAP五星级安全标准。
据悉，ix25量产车下线在成都
车展亮相之后，开始全面接受预定，
于10月初正式上市。ix25的推出，将
弥补北京现代在小型SUV领域的空

白， 与现有的三款SUV全新胜达、
ix35、途胜组成“SUV家族”，实现北
京现代在SUV市场各个细分级别的
充分覆盖。
成都车展中， 除了重磅出击的
ix25和全新胜达+ix35+新途胜共同
组成的“SUV家族”外， “第八代
索纳塔+名图” 中高级车双子星组
合、“朗动+悦动”中级车组合、“瑞
奕+瑞纳” 小型车组合也悉数亮
相，10款车型共同组成了本届车展
强大的“北京现代”阵营，展示了其
强大的产品布局实力。

成都车展上，北京现代还特设了
—“从 现 代 到 未
品 牌 展 示 专 区 ——
来”，向消费者全方位展示其不断提
升的品牌形象， 解读2014年战略布
局。随着产销量突破“双百万”，以及
企业体系能力的全面提升，北京现代
已进入到专注“品牌经营”、注重内
涵式增长的全新阶段， 未来将从产
品、技术、网络、传播和服务等方面，
实现销量与品牌的均衡发展。
从成都车展参展车型的布阵结
构上可以看出，北京现代的产品规划
布局已渐趋完善，未来北京现代将继
续推动产品线的“加长”和“加宽”，
不断丰富车型组合， 导入更多产品，
并根据现有畅销车型推出一些衍生
车型， 使产品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
同时北京现代还将加大T动力的引
入，未来将推出1.6T动力强化版车型。
面对移动互联网浪潮，北京现代
在品牌传播方面也将及时调整策略和
方向，整合数字化的传播渠道，不断扩
大北京现代的营销范畴， 实现与消费
者的紧密互动，带动品牌形象提升。
目前2014年进程过半，在稳健发
展的策略下，北京现代已顺利完成半

年任务。 上半年实现销量55.3万辆，
同比增长8.2%。另外，品牌战略方面
也取得显著成效， 在7月份公布的J.
D.power2014年中国汽车销售满意度
调研（SSI）排名中，北京现代凭借出
色表现勇夺冠军。
在成都为核心的西南地区市场，
北京现代今年1～7月同样表现出色，
四川省共销售29131辆， 同比增长
23%，西南市场“D+S”车型销量占
比更是达到50.8%。下半年，在ix25上
市和汽车市场稳定增长等的共同推
动下，北京现代将继续在销量和品牌
同步提升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创造新
一阶段的辉煌未来。

每次在成都车展亮相的车型
都会给我们带来好运
—专访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刘智丰
——
在成都车展上， 北京现代带来
了其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小型SUV
ix25。这款计划于今年10月10日正式
上市的SUV车型是北京现代SUV家
族的重要新成员， 也是北京现代今
年的重点车型。 继去年名图在成都
车展亮相以来， 这已经是北京现代
连续第二年将年度重点车型放到成
都国际车展亮相。 这足以说明北京
现代对成都乃至西南市场的重视。
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刘智丰
告诉记者， 每次成都车展亮相的车
型都会带来好运。 本次专访就从成
都车展和ix25开始。
成都商报： 首先请简单介绍一
下此次成都车展对北京现代的意义。
刘智丰： 北京现代特别重视成

都车展，最近几年，每年成都车展我
们都推出了一款全新的车型， 去年
是名图，今年是ix25。今天ix25也是
在北京现代正式下线， 陆续发向全
国各地的4S店， 预计在9月15日，各
地的4S店都会有展出。 北京现代历
来把成都车展作为主场， 除了北上
广就是成都车展， 每年成都车展投
入的人力和物力都超出其他城市的
车展， 而且每次在成都车展亮相的
车型都会给我们带来好的运气，我
们也希望今年的ix25能够给我们带

来好运。
成都商报： 能否分享一下今 年
上半年的销量情况还有上半年取得
的一些成绩呢？
刘智丰： 今年北京现代上半年

同比增长了8.2%，上半年产销是55.3
万辆， 应该说在去年的基础上继续
保持一个稳定增长的态势， 很不容
易， 特别在今年这种激烈的市场竞
争下。按照我的总结，北京现代今年
的亮点应该叫“2014”。
2代表北京现代今年核心有两
件事， 一是把去年年底上市名图推
向成功，第二是把ix25推向成功。0代
表北京现代继续保持在行业内第四
的排名，保持行业内份额不变化，排
名不变， 在今年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的情况下， 非常不容易。1是我们的
ix25要进入细分领域的第一集团。4
代表北京现代第四工厂今年内将落
地， 不久的将来将正式公布相关消
息。“2014”代表了我们今年整个企
业核心发展的一个主题。
成都商报： 小型 SUV 市场今年
就涌现出了三、 四款车型，ix25 的发
展趋势和在市场上的表现预期是怎
样的？
刘智丰：ix25在小型SUV的市场

定位， 主要是面向拥有第一辆SUV

北京现代常务副总经理刘智丰

的年轻一族，他们喜欢自由、奔放、
追逐梦想。 大家知道原来很多人喜
欢的第一款车是轿车， 随着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80后、90后喜欢追求
新的事物，追求生活品质的提升，第
一辆车更多是SUV， 在这个大的背
景下，小型SUV市场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想做这个产品系列， 满足这样
一个人群的需要，我们定位是青春、
干练的一款车。
我们的预期是起步阶段， 月销
量大概在5000辆以上， 一年大概在

6～7万辆之间。 很多小型SUV给我
们的感觉可能更时尚， 但不是真正
的SUV，而我们这款是真正的SUV。
大家也会发现ix25的配置、 油耗都
非常好， 我相信ix25一定会成为令
年轻一族心动的车。
成都商报： 北京现代从去年 开
始进军南方市场， 把名图放在广州
做发布会，包括在成都、广州陆续发
布新的车型。这么长时间以来，北京
现代在南方市场份额提升的情况怎
么样？

刘智丰：ix25从产能的角度来讲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生产线上我们
留出了充足的产能给ix25， 一年的
产能大概在7万辆左右，市场的需求
同这个产量应该是比较匹配的。昨
天媒体试驾完以后， 很多媒体老师
告诉我说太保守了，一定超过预期，
我也希望如此。
北京现代上半年增长突破
8.2%，尤其是名图，每个月的产销量
在1万辆以上，第二个是朗动，第三
是瑞纳和瑞奕，增长了15%。今年我
们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比较快一点，
因为这些地区的大市场也增长得非
常快。像刚才你提到的广东，我们也
特别关注。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无论
是朗动还是ix25， 我们更希望踏踏
实实做好每一款车， 我们的态度就
是勇于面对挑战，做好自己的事。
成都商报： 现在北京现代已 经
有三款 SUV ， 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
三款 SUV 目前的销量情况？
刘智丰： 我们现在的SUV产品

有经典途胜，有新的ix35，还有全新
胜达， 全新胜达现在每个月5000～
6000辆， 在大型SUV里跟丰田的车
型销量差不多， 在国产里是保持领
先的地位。ix35基本保持在前三位。
途胜现在一个月的销量大概在

3000～4000辆，一些喜欢经典传承、
成熟稳重的人， 特别是中西部地区
有一个群体特别喜欢途胜。 这三款
SUV各有各的特点， 会满足不同消
费者和地域的需求。 这三款车的销
量加在一起， 在整个合资企业里排
在第一位。
成都商报： 在去年成都车 展 的
时候， 你曾经说可能会在小型车 上
投入得更多一些。 我们知道瑞纳 表
现得非常好， 在小型车方面有没 有
更多推荐？
刘智丰： 今年北京现代主要是

以ix25来启动全新的市场。明年北京
现代会有两款车型来补充， 一款是
索纳塔的下一代，即全新的索纳塔，
也可以叫第九代索纳塔， 可能会在
明年3月正式上市， 明年9月我们会
投入新一代ix35， 会更加大气硬朗。
2016年可能是以小型车为核心的一
年。 像新一代的瑞纳或新一代的悦
动、新一代的朗动等，预计会有3～4
款小型车加入到细分市场里面来。
成都商报：截至目前销量如何？
刘智丰： 北京现代1～6月份销

量是55.3万辆， 根据我们年初制定
的110万辆目标， 目前是销量过半，
今年到110万没有任何的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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