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豪华岂止于“大”

国外一家专业汽车杂志北美
版曾将CT6作为德系豪华品牌的
一个重磅竞争对手，该媒体曾用三
个“不像”来说明CT6的地位：“尺
寸、空间与豪华品牌旗舰车型相
当，舒适得不像一台性能车”；“造
型流畅、精致、优雅，漂亮得不像实
力派”；“重量轻盈得不像一台美
国车”。
在传统之上，CT6以“新美式

豪华”的设计手法将大胆前瞻的美
式设计融于精致细节，再加上傲视
群雄的5187*1879*1472mm车身尺
寸，以及3109mm的轴距，更显宽大
舒适，气韵非凡。
凯迪拉克毫不吝惜地将宇航级

制造工艺运用到了CT6之上。CT6
宽适气派的车身由11种复合材质打
造而成，将高刚性高抗扭度与轻量
化不可思议地集结于一体，成就了
坚固与轻盈的完美统一。轻量化的
系列举措也为CT628T车型带来
了百公里仅8升左右的低油耗。

定义新美式
凯迪拉克CT6创豪华车价值新标杆

豪华甄选
凯迪拉克CT628T车型

作为凯迪拉克进入中国市
场12年来推出的最大尺寸的旗
舰轿车，CT6开启了“新美式风
范”的全新篇章———既保有中
大型豪华车的禀赋和底蕴，又追
求性能操控、安全互联等全方位
的科技创新。同时，CT6凭借20
余项丰富的全系标准配置，全面
提升了中大型豪华轿车的豪华
基准，也令凯迪拉克CT6树立起
豪华车价值的全新标杆。

凯迪拉克CT628T车型起
售43.99万元，凭借越级的产品
优势及至臻价值傲视同侪。在
运动操控领域，28T车型搭载了
实力强劲的 “沃德十佳”2.0T
高性能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同时配合主动闭合式进气格
栅、ARS后轮主动转向技术、新
一代MRC主动电磁感应悬挂、
Brembo四活塞高性能刹车系
统，在注重传统豪华轿车舒适
的基础上，CT6带来更加澎湃
的动力与精准操控。在豪华细
节上，全系配备的星瀑式自适
应非直射LED前大灯带来辨识
度极强的视觉体验，10.2寸中控
液晶显示屏配合BoseANC主
动降噪静音技术，带来格调十
足的车内娱乐体验。而驾驶员
记忆座椅、前后驻车辅助、雨量
感应雨刷和电动开启的手套箱
等细节也使得科技范十足的人
工智能触手可及。

凯迪拉克CT628T车型以
超凡领先的产品竞争力博足了
眼球，越级的购买价值更让前沿
而实用的现代豪华体验触手可
得，有望成为“40-50万非常富
有竞争力的豪华轿车”。

（张煜）

豪华岂止于“快”

在以往大型豪华轿车市场
上，驾驶激情似乎是一个稀罕
物。而凯迪拉克CT6搭载的可变
排量3.0TTV6双涡轮增压直喷
发动机，匹配全新8速手自一体
变速箱，最大额定功率298千瓦，
最大扭矩543牛·米，百公里加速
仅5.7秒。不难看出，CT6以同样
的排量获得更澎湃的动力，动力
输出成为这款“多面手”车型最
具亮点的优势之一。

有了如此强劲的动力，还要
有能让动力得到最好发挥的强
大操控。CT6实现了50：50的配
重，大大增加了车辆的行驶稳定
性和碰撞安全性。
得益于ARS主动后轮转向系

统、AWD智能全时四驱系统、
MRC电磁感应悬挂等武装到牙
齿的尖端底盘科技，CT6带来行
政级豪华轿车非常优异的灵活性
与精准驾控，重燃豪华车市的驾
驶激情。

豪华岂止于“智”

极致的驾驭体验需要领先的主动安全科技护航，CT6搭载ESSII
强化安全策略，拥有9大主动安全科技，从提醒预警、主动干预到智能
巡航，全面提升车辆行驶安全。

凯迪拉克CT6不仅拥有传统豪华旗舰轿车上诸多领先的智能配
备，更全面展现“新美式豪华”的互联体验，令科技更人性化，真正为人
所用。无论是高清流媒体广角后视镜、智能红外线夜视系统还是360°
全方位行车安保系统，都令驾驶者感知得以延伸，视野更加拓展。而安
吉星4GLTE服务、原装集成车载Wi-Fi（Car-Fi）、AppleCarPlay等，则
令真正的移动互联驾驶体验得以实时丰富展现。前排20向、后排14向方
位调节，集成加热、通风和按摩的全功能座椅，以及多达34个扬声器的
殿堂级BosePanaray音响系统，带来了智能科技之上的奢华体验。

新美式旗舰轿车凯迪拉克CT6

凯迪拉克CT6内饰工艺精湛真材实料

在中国豪华轿车市场上，很难有
像凯迪拉克CT6这样一上市就成为
话题中心的车型。
无论是大胆的前瞻设计、豪华轿

车市场久违的驾控激情，还是美系车
坚固安全之上的轻量化科技，这款车
型均刷新了以往人们对高档美系豪华
轿车的认知，堪称凯迪拉克重新定义
“新美式豪华”的扛鼎之作。

尤其是凯迪拉克CT628T车
型，在40-50万豪华车市竞争力突
显，在尺寸、动力和科技上拥有全方位
的跨级优势。

可以说CT6重新树立了人们对
新美式豪华的全新认识。

高清流媒体超广角后视镜

智能红外线夜视系统

长安睿行S50

英菲尼迪QX80 东风风神AX5

兰博基尼

全新TI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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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江介绍，DS正在设计开发
专属APP。“在这个APP上能够实现对
这个品牌的了解，对汽车消费或者是
购买全过程的了解，以及你在汽车使
用过程中，对它的服务维修的评价
等。”周江表示，这款APP将类似航空
公司和移动运营商所使用的APP，不
仅将为汽车消费和售后提供直接便
利的通道，更可以让用户直接跟厂家
联系。“知道我们有什么好的活动，我
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知道用户在想什
么，还有对我们的评价。”

“做品牌如做人”，这是周江对
DS品牌建设的高度概括。他说，怎
么做品牌，最重要的是“真诚”。“不
能抱着忽悠的心态去面对消费者。”
周江说，DS在产品上做到真材实
料，阻尼垫采用环保无毒的PVC材
料和丁基橡胶；车内使用的皮料，在
生产处理中杜绝铬等重金属。

说到服务品质，周江用“海底
捞”火锅作了生动的比喻。“海底捞
火锅专门为员工请按摩师按摩，他
们有一句话，如果我的员工不满意，
员工给客户提供的服务也绝对是不
真诚的。”周江说，履新后，他一个月
平均要跑20家经销商，了解经营情
况。周江表示，现在的经销商面临整
个互联网、电商的冲击也很大，所以
主机厂和经销商沟通尤其显得重
要。“我们对经销商真诚，他才会给
用户提供真诚的服务。” （桑田）

记者：很多预算在三四十万的
消费者依然不会考虑捷豹路虎车
型，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高高在上
的品牌。有没有一些更贴近普通消
费者的策略？

毕少朴：过去消费者主动购买
豪华车，通过豪华车型显示自己的
实力，但现在情况已发生变化，我们
也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调整。比如，
服务方面，必须给消费者解释为什
么要买我们的车以及我们的车所具

备的优势，因此经销商销售技能非
常重要，我们也一直非常关注经销
商的培训；车型方面，现在中国的高
档车型定价在30-60万是最好卖
的，所以我们也针对这个情况做出
调整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比如推
出新的车型吸引更多想要购买豪华
车品牌的消费者，在定价和经销商
网络方面也要进行调整。

记者：普通客户群对于售后维
修保养价格比较在乎，未来在售后
价格方面有没有调整？

毕少朴：的确，消费者不光是考
虑买车成本，还会考虑售后用车成本。
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日常
维修方面的成本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
的。除了日常维修维护外，我们正在和
英国总部商议，在零部件更换和车身
维修方面进行调整。 （刘爱妮）

售后为王——在卖车利润越来越薄的今天，售后服务已成为
豪华车型比拼中的一大关键。不仅价格逐步走向大众化，一些新的
售后手段也将成为未来趋势。捷豹路虎中国及奇瑞捷豹路虎联合
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总裁毕少朴日前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捷豹路虎：即将调整售后价格
——专访捷豹路虎中国及奇瑞捷豹路虎联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
构总裁毕少朴

自2012年进入中国市场至今，DS已推出四款国产车型。在专注
产品生产的同时，售后服务品牌DS SERVICE的建设，24小时特色
预约服务、一对一管家式服务等项目得到了消费者的好评。日前，
长安PSA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周江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

DS：未来售后可用手机APP完成
——专访长安PSA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周江

SUV火爆、豪车热销、销售火热——

“三把火”来袭
点亮点亮20162016重庆车展重庆车展

6月7日，2016重庆国际车展
开幕。本次车展集中了来自全球
的近百个汽车品牌，新车发布超
过30款。众多新车发布不仅显示
了各大汽车厂商对西部市场的重
视，各方对西部市场的激烈争夺
也在重庆车展上一览无余。车展
现场，SUV火爆、豪车热销、销售
火热，成为本届车展的一大亮点。

SUV火爆——
亮相新车SUV占比过半

近年来，国内SUV市场的高销量
成为车市话题之一。在本届车展上，
主场作战的长安汽车等重庆本土车
企携一大波自主SUV车型上阵。此前
在北京车展上首度亮相的长安CS95、
CX70均展现亚洲首秀。进口、合资车
型中，也都以SUV车型作为重点。据
统计，本届车展首发新车中，SUV车
型占比新车总量的半数以上。

东风风神AX5在此次车展上的
亮相颇受关注。AX5是面向85、90后

“新主流”族群量身打造的一部SUV，
剑指最热门的紧凑型SUV市场。

全 新 中 期 改 款 的 英 菲 尼 迪
QX80，借助此次车展正式进入西区
市场。作为英菲尼迪的旗舰SUV，新
QX80对造型、工艺、配置、排放标准
等20多处细节进行了升级。

除了SUV，两厢小车和MPV也是

此次车展的明星，体现汽车厂家对细
分市场的重视。东风日产新生代TI-
IDA此次在车展上市，售价定位为
9.99万元~13.49万元。

作为长安轻型车倾力打造的力
作，睿行S50在车展亮相。它定位为“宜
商宜家多功能MPV”，整车造型大气而
稳重。作为一款多功能MPV，它拥有领
先同级的大空间和高承载能力。据悉，
该车一共有1.5L、1.5T及纯电动三种
动力车型。

豪车热销——
95后男孩买走兰博基尼

2016重庆车展上，顶级豪车卖
出近20台，全球顶级跑车制造商兰
博基尼售价320万元的Huracan LP
580-2被一名95后年轻人买走。据透
露，这名年轻的买家来自重庆主城，
现场豪气地缴纳了100万元定金。值
得一提的是，被买走的这款“小牛”，

是一款全新的后驱车型，在此次车
展期间才刚被兰博基尼引入重庆市
场。

井喷的豪车消费热，再次佐证了
川渝地区旺盛的购买力。就在此次重
庆车展开幕前一天，兰博基尼重庆展
厅刚刚在重庆江北区开幕。兰博基尼
汽车中国总经理Francesco Scardaoni
对重庆市场充满信心。他表示，兰博
基尼汽车在川渝市场备受青睐，为满
足当地消费者对于品牌极致产品的
追求，兰博基尼特意在重庆建立品牌
经销商，从而提升消费者的购车、用
车体验。

销售火热——
车展三天售车过万辆

汽车销售竞争日趋激烈的今
天，地方车展对于汽车厂商来说，更
多的肩负着拉动销售的重任。在重
庆车展首日，一些品牌展台销售顾

问多过媒体记者的场面屡见不鲜。
成都商报记者亲眼见到，在当天上
午9时各大品牌发布会之前，某品牌
的数十位销售顾问就在展台上列队
发放传单，其阵仗相当抢眼。

销售顾问多，对汽车销售取得了
一定的效果。根据车展主办方提供的
数据，仅6月9日，单日就迎来近12万人
次的人流量，展会前三日累计销量数
据已达到11554台。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