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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豪华车市场深耕多年
的德系三强已占据了半壁江山，
作为国内豪华合资品牌的新军，
要如何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奇
瑞捷豹路虎给出的策略是，为消
费者提供具有独特亮点的产品。

例如，奇瑞捷豹路虎率先国
产的的两款SUV产品揽胜极光
和发现神行，其产品特点就截
然不同。揽胜极光开创了时尚
豪华全地形SUV这一全新细分
市场，成为SUV界的时尚风向
标。2018年款车型还搭载了全新
Ingenium2.0升四缸发动机，并对
配置进行了全面升级，进一步
提升了这款SUV的时尚气质和
内在实力。

而路虎发现神行则以业内超
强的全地形能力著称，同时采用
5+2可选座椅布局，一经上市就得
到市场认可，销量迅速攀升，成为
中国市场最受欢迎的路虎车型。

此外，奇瑞捷豹路虎的首款
捷豹品牌车型--新格调运动商
务座驾捷豹XFL专门针对中国消
费者偏好，将轴距增加140毫米后

实现了3100毫米的超长轴距，后
排空间更加舒适。得益于铝合金
含量高达75%的全铝车身架构设
计，车辆拥有更强的操控性和性
能表现。
而去年奇瑞捷豹路虎最新

上市的第二款捷豹车型XEL，专
为年轻用户时尚出行而打造。新
车采用智能全铝车身架构，以及
来源于捷豹F-TYPE跑车的前双
叉臂悬挂，并拥有所有跑车所追
求的前后轴近50:50的完美比例，
带来超越同级的优异运动体验。
同时，2935毫米超长轴距，也与
Luxtec缝线座椅、滑动式全景天
窗、“老板键” 等装备共同营造
出媲美更高级别车型的越级豪
华氛围。

自2016年起，奇瑞捷豹路虎
的销量就开始快速增长，其生产
的车型销量逐步占据了捷豹路虎
总销量的大半份额以上。显然，舍
我其谁的鲜明特点带来了差异化
体验，是奇瑞捷豹路虎产品在激
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消费者青睐
的关键因素。 （刘爱妮）

投产43个月累积产量20万辆
解读奇瑞捷豹路虎速度

位于江苏常熟的奇瑞捷豹路虎生
产基地，是捷豹路虎首个英国本土以外
的整车制造工厂，集智能制造与绿色制
造于一体，被誉为“全球样板工厂”。四
大工艺车间采用先进、高效的设备。全
铝车身车间采用的航空级自冲铆接技
术为冷连接技术，低噪音、无烟尘排
放，更加节能（比传统焊接节能70%）、
环保、高效。此外，企业还拥有质量中
心，以及标志着实现“机车一体化”的
全新发动机工厂。质量中心配备了领
先的试验设备，位于整个工厂的中心位
置，体现了品质是企业的核心，确保向

客户交付世界一流品质的产品。
为了向中国客户交付捷豹路虎

全球统一标准的车辆，合资公司与捷
豹路虎建立联合采购机制，遵循全球
统一的零部件采购标准和流程，建立
了完整的审核、培训、技术咨询等供应
商质量管理体系和采购战略，选择高
品质的国内外优秀供应商合作，确保
合资公司的产品拥有全球一流品质。

此外,奇瑞捷豹路虎不仅仅承担
着捷豹路虎在华生产和开拓市场的
任务，更是捷豹路虎了解中国市场的
重要渠道。

对于合资企业来说，强大的品
牌背书与产品力始终是其天然的优
势，但是，好的产品也需要在服务体
系上针对各国的市场需求进行适应
性改进，满足当地消费市场的特点。
为了更好的扎根中国市场，奇

瑞捷豹路虎与捷豹路虎中国创造
性的建立了奇瑞捷豹路虎建立联

合市场销售与服务机构 (IMSS)，双
方将各自的市场、销售和服务的资
源投入到共同的市场，实现共同管
理、共同决策。目前，捷豹路虎在华
成立了11家卓越培训中心，成都就
有一家。目前已与奇瑞捷豹路虎签
约的经销商当中有200多家已经投
入运营。

独特产品优势抗衡德系三强

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中国“智造”世界一流品质

（广告）

作为北京现代今年品牌年轻化
的第一款车型，ENCINO 于几天前

的 4 月 10 日已经在上海全国上市。
ENCINO的上市拉响了2018年合资
品牌小型 SUV 的竞争号角，包括广
汽丰田C-HR、一汽大众T-ROC等
小型车型都会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亮
相，并于今年6-7月上市。

ENCINO外观个性、前卫、犀利、
富有攻击性。在外观上，ENCINO采用
悬浮式车顶与双色车身相组合的设计
风格，提供13种车身配色。与此同时，
18英寸熏黑运动轮毂、分体式前大灯、

鲨鱼型C柱等铠甲式设计，让ENCI-
NO拥有一种充满力量感的战斗气息。

除了拥有时尚个性的外观形象，
ENCINO在内饰设计上也尽量融入
了更加硬朗的基因。D-Cut多功能方
向盘、金属踏板、主驾驶 8 向电动调
节座椅，让 ENCINO 拥有更多的运
动与时尚气息。9.6 寸悬浮式多媒体
系统、中控区超大储物托盘和镀铬装
饰也使得ENCINO区别于以往的韩
系车型，内饰更有科技感。 （夏厦）

4月12日晚，日产旗下的全境越
野 SUV TERRA 途达正式上市。这
款车将硬朗派的SUV再次带回了消
费者的视线。途达售价区间在 16.98
万元-24.58 万元，共推出 6 款车
型。顶配版连25万元都不到，这个价
格着实让人意外，相信价格公布之
时，场内场外的经销商已经开始摩拳
擦掌等着接定单了。

在越野能力方面，TERRA 途达
有着不俗的表现。它拥有同级领先的
高通过性。225mm 最小离地间隙、

32°接近角和 27°离去角的助力
下，上坡越障更便利，下坡过沟更安
全。搭载专业越野的非承载式车身，
采用全封闭式“O”型结构的强悍车
架，强度高、刚性好，抗扭矩，能承受
外力的强烈撞击。

途达搭载了超越同级的专业越
野悬挂系统——双叉臂（带稳定杆）前
悬挂和五连杆整体桥式后悬挂（带稳
定杆），横向刚度大、抗侧倾性能优异，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无忧的行驶稳定
性。这款车上市后，将实行由东风日产 和郑州日产协同销售的模式。（张煜）

七座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即
将于 4 月 17 日晚正式上市。这款车
以“七个人都是 VIP”的理念进行设

计，照顾到每一位乘客的体验。新
车采用 Ultrasuede 麂皮质感打孔绒
面/Nappa 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大面
积采用皮与实木包裹内饰，全系标
配三区独立空调。最值得一提的是
第三排，采用了商务舱设计理念，
即使高个子坐在第三排也不会感到
委屈。

这款车搭载了Jeep 4X4 SUV智
能科技体系，该体系是Jeep品牌通过
技术创新，将品牌现有的动力系统技

术、四驱技术和行驶安全技术等方面
的领先技术进行的组合。

此外，该车搭载的2.0T GME T4
发动机匹配的是目前市面上代表变
速箱先进技术的 ZF 9AT 变速箱，不
仅功率、扭矩等数据非常优异，实际
试驾中也获得了接近8秒的实测百公
里加速成绩，和 8.3 升的综合工况油
耗，做到了澎拜动力输出又兼顾燃油
经济性。新车 2.0T+9AT 的动力组合
可谓是诚意十足。 （张煜）

2018 年3月27日至4月1日，东
风悦达起亚SUV战略之作新一代智

跑全国媒体试驾会在六朝古都南京
盛大举行。沐浴在烂漫春光里的金陵
古城，见证了中国主流媒体对新一代
智跑的首次深度试驾体验。

新一代智跑继承起亚标志性的
虎啸式前脸，并进一步延伸为“成熟、
强大、庄严”的设计思路。前脸部分，前
格栅两侧的大灯设计独具匠心，嵌入
精致的电镀灯眉，仿若鹰眼般锐利威
猛。前脸下方，可以看出SUV十分典
型的粗犷特点，给人以安全感、保护

感。左右两侧的雾灯，采用起亚全新设
计语言“冰立方”，在提升车型辨识度
的同时，也有效提升雾灯安全效果。

安全方面，新一代智跑搭载了起
亚 全 球 领 先 的 安 全 技 术 品 牌
DRIVE WiSE（智享未来），涵盖FCA
前方防撞辅助、LKA车道保持辅助、
LDW车道偏离预警、DAW驾驶员疲
劳提醒等功能，不仅可实现对驾驶者
的守护，更可为乘客、行人及周边车
辆提供更好的安全保护。 （夏厦）

继 4 月 10 日 ，东 南 汽 车 DX7
Prime携代言人“不凡女神”冯提莫在
北京上市后，14日，新车登陆成都市
场，在双流万达广场发布开售。东南

DX7 Prime 及经典版官方售价为
8.99万-14.99万元。

2015年上市的东南DX7凭借着
“高颜值”“高品质”“高可靠性”等众
多优势，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紧凑型
SUV市场上独树一帜。经过3年的历
练，如今蜕变为 DX7 Prime 的新车
型究竟会带来哪些改变呢？“Prime”
这个单词可以翻译为最初的、最好
的、精华等。这也说明了东南 DX7
Prime在外观、品质、配置上，都会比
旧款东南DX7有着质一般的飞跃。

DX7 Prime 定位为“都市豪华
SUV创想者”，东南汽车代理总经理
曾鑫城表示，东南DX7 Prime是一款
全面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颠覆
所想，向豪华再晋级。与意大利宾法
联手、以“翼3”设计理念打造全新的
内外造型，采用东南自主研发的
SEMI-Ⅲ系统，搭载全新1.8T三菱涡
轮增压发动机，配备了众多智能配置
等等，可以说是一款“有颜，有力，有
智，有料”的“四有青年SUV”。

（刘爱妮）

2018年，宝马集团将继续拓展X
家族阵营，全面推进“BMW X之年”
的升级战略。

作为史上最强产品攻势的一部
分，国产全新 BMW X3 在本次车展
全球首发。第三代 BMW X3 在研发
伊始就高度整合了中国市场的需求，
国产 BMW X3 不仅传承原创概念，
还将 BMW 经典的驾驶乐趣与中型
SAV的功能性出色结合，高科技与豪
华的驾乘体验大幅提升。

创新BMW X2迎来亚洲首发。它
是全球首款紧凑型豪华运动型多功能轿
跑车（SAC），首次引入的M越野套装，开
启了X家族全新设计语言。行业领先的
互联驾驶与云端互联，BMW xDrive智
能全轮驱动系统与8速手自一体变速
箱，融科技乐趣和驾驶乐趣于一身。

全新BMW X4也将迎来亚洲首
发，作为中级豪华全能轿跑车开拓者，
显著增强的驾驶动态性能、与众不同的
运动车身设计、大幅提升的内饰设计、

先进的驾驶者辅助系统，以及领先的互
联科技，将以非凡魅力继续巩固BMW
在该细分市场的领导地位。（刘爱妮）

又是一年北京车展。作为全国每年最重磅A级车展，北京车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因其
地位重要，往年大多数车企都将一年最重磅的战略发布放在了北京车展。

不过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政策的逐步落实，每家车企最重要的战略毫无疑问都是新能
源。再加上SUV的持续热销，全新SUV车型的引进也是继新能源之后的最大亮点。

今年4月，各大汽车品牌纷纷忙着在北京车展之前召开各自全年第一场大型的发布会。
绝大多数的战略，都在北京车展之前释放。而留给北京车展的，则是车企们最大的精彩：全
年最重磅车型的发布，或者上市。它们绝大多数是新能源车或者SUV。

2018北京国际车展前瞻：
战略发布少，重点看车

北京现代ENCINO亮相

日产TERRA途达表现不俗

Jeep大指挥官上市 试驾东风悦达起亚全新战略SUV新一代智跑

东南DX7 Prime牵手冯提莫上市

宝马X家族亮相多款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