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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面

总评榜见证车市十年

今年是车市总评榜举办的第

十年，为此，成都商报专门为本届

总评榜选定了“十年成就 与梦想

同行”的主题。在位于成都中国会

所的总评榜颁奖典礼现场，在经销

商的帮助之下，成都商报专门安排

了获得10年“年度风云车”大奖的

车型摆放在会场入口处，向前来参

加颁奖典礼的嘉宾们展现10年风

云车的风采。另外，成都商报还为

每台风云车安排了一位美女车模

助阵十年总评榜。

成都商报新媒体实验室专门

为本次颁奖典礼拍摄了一段回忆

成都车市十年的微电影，在颁奖典

礼现场分成三段播放。10年时间，

成都从一个风靡全国的 “奥拓之

城”，逐渐演变成为现在这个囊括

了所有汽车品牌的中国汽车 “第

四城”，期间车市的变化让人感慨

万千。这段微电影，既是对过去的

总结，也是对未来的美好展望。

竞争激烈 大佬云集

在本届总评榜上，年度风云大

奖的竞争非常激烈，特别是在年度

风云车和年度风云车企这两个大

奖上。最终，根据神鸟数据统计的

权威销售数据、消费者评分和联盟

媒体投票，年度风云车颁给了一汽

-大众全新捷达，而北京现代则获

得了年度风云车企的殊荣，可谓是

众望所归。

总评榜颁奖现场，多位中国车

企高层亲自莅临，体现了车市总评

榜在国内汽车行业的权威性和重

要程度。北京现代汽车常务副总经

理刘智丰、副总经理吴周涛，东风

悦达起亚副总经理林钟宪、销售本

部副本部长蒋玉滨，一汽-大众汽

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Peter� Martin， 沃尔沃汽车集团中

国区企业传播部副总裁宁述勇，浙

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陆斌，东风日产乘用车

公司市场销售总部专职副总部长

叶磊，长安福特市场部副总监叶明

信等重量级嘉宾均亲自到场领奖。

自2004年以来，每届车市总评

榜都是当年中国车市的风向标，体

现了中国汽车行业媒体与消费者

的相互信赖，以及与各车企间的良

性互动。十年时间，总评榜见证了

过去，也将见证未来。

2013中国（成都）

车市总评榜尘埃落定

经过前期紧张的投票、评选工作，结合神鸟数据的权

威统计，由成都商报主办，成都电视台经济资讯频道、每

日经济新闻等七家媒体协办的2013中国（成都）车市总

评榜奖项尘埃落定。年度风云车、年度风云人物和年度风

云车企大奖分别由一汽-大众全新捷达、东风悦达起亚汽

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林钟宪和北京现代获得。 而为十年

特别增设的“十年成就奖”则由东风日产、比亚迪、一汽-

大众等企业和品牌获得。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2013年， 是中国车市总评榜举办的第十个年

头，也是成都商报汽车事业部成立的第十年。在这

十年之中， 每年公布一次的车市总评榜记录了中

国车市十年的变化。

同样的十年，中国车市，特别是成都车市经历

了一场深刻的变化。从最初的“奥拓之城”到如今

的中国汽车“第四城”；从红牌楼、机场路两个汽

车市场，到如今的羊西线、三圣乡、机场路、红牌楼

等几大汽车商圈交相辉映， 成都商报和许多汽车

品牌以及本地经销商一起， 共同见证了成都车市

的发展与繁荣。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感谢一路走来的这些“十

年伙伴”， 其中既有汽车品牌西部地区的负责人，

也不乏本地经销商老总。他们见证了媒体、企业的

十年变迁。

十年风雨 相伴而行

四川精典汽车（集团）

副总经理 牟志刚：

领航十年 ， 相

伴十年！ 为您想得

更多、 为您做得更

好， 精典汽车将一

如既往地做好客户

服务。

成都三和企业集团

董事长 黄宗敏：

十年来， 三和集

团与成都商报一起见

证并亲身参与了成都

车市的风起云涌。让

客户喜欢而来， 非仅

因需求而至。

东风日产西南大区

营销总监 黄河：

十年伙伴， 共同

成长！展望新十年，东

风日产携手成都商报

再创辉煌！

四川惠通陆华

总经理 邱磊：

风雨十年，成就非

凡！四川惠通陆华一直

秉承以“客户为尊”的

经营理念，为客户创造

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成都集大成汽车

总经理 陈雪峰：

专业源自了解，服

务传递价值，在今后的

十年中，集大成愿与成

都商报一起，力求让每

一位消费者满意！

四川华星汽车集团

总经理 邓忠：

追求高品质汽车

是华星人的理想，追

求高品质的服务是华

星人对全川客户的奉

献。

启阳汽车集团

总裁 陈斌：

启阳汽车一直着

力打造 “五心服务

五星标准”。 启阳汽

车力争做最好汽车服

务品牌，打造“百年

老店”。

四川灵通青山汽车

董事长 吴兵：

四川灵通青山汽

车8年来一直用心在

为微车用户打造新的

用车体验。

四川华星华驰汽车

总经理 田景秋：

四川华星华驰，

20年 Jeep服务专家，

是四川地区唯一一家

克莱斯勒 （中国）五

星经销商。

港宏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副总裁 万健：

“专注服务16年，

购车首选港宏”，港

宏汽车立足于客户服

务， 客户满意就是我

们最好的答卷！

四川城市车辆

董事长 赵宏：

城市车辆， 欧美

进口车世家。 坚守小

众+国际路线， 城市

车辆是机场路上一道

最独特的风景。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

妮 谢颖 王聪 周燃

陈佩佩 张煜 刘逢源

车市总评榜

一汽

-

大众

收获多项重磅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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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舍：传奇品牌传奇而生
提到雪铁龙，许多人会想到，这

是一个近百年如一日坚持科技创新

的汽车界元勋。 在全球汽车工业史

上， 它满载荣耀。 1949 年， 雪铁龙

2CV 上市，造就 511 万销量传奇，成

为与大众甲壳虫、 菲亚特 500�齐名

的“全球三大国民车”之一。 在世界

汽车史上 2CV 的意义非同凡响，它

让汽车从奢侈品的位置走入寻常百

姓家， 让汽车变为人们生活中的使

用品甚至必需品。

1991 年，雪铁龙 ZX 面世，在 37

项全球最严苛的国际汽车拉力赛中

勇摘桂冠，充分验证了自身冠军级的

稳定性能与可靠品质。 与此同时，ZX

为汽车动力总成领域开创了一个新

的天地———后轮随动转向技术，震撼

了世界。截止目前，ZX平台所研发的

系列车型累计销量达 350 万辆，其对

汽车性能的推崇也赋予了全新爱丽

舍一往无前的冠军品质。

而在 1992 年，东风雪铁龙成立，

将雪铁龙这一传奇品牌正式引入中

国， 其投放的第一款产品便是以中

国名字“富康”命名的雪铁龙 ZX。 富

康的到来，开启了中国“轿车进入家

庭”的时代，同时作为中国首辆与全

球同步的车型， 富康第一次让国人

领略到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汽车技

术。 东风雪铁龙的首战告捷，铸造了

属于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代荣耀。

富康累计销量高达 50 万辆，成为国

内车坛经典的“老三样”之一，同时

也为随后诞生的爱丽舍奠定了坚实

的品质根基。

2002 年， 以富康为原型加入中

国本土元素打造的爱丽舍应运而

生。 在爱丽舍投放市场后，很快就出

现了排队加价， 一车难求的火爆场

面，并成为家轿市场的风向标。 你能

想象，一辆轿车在 23 个小时内成功

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开创越野

神话吗？ 你能想象，一辆轿车与参加

全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简称 CRC)的

专业战车并驾齐驱， 在艰险的川藏

公路和西岭雪山盘山公路上， 一路

狂飙吗？ 你能相信，一辆轿车仅用一

箱油和一瓶气就能行驶 2075 公里，

创造出每公里燃料成本只有 0.179

的节油神话么？ 创造这些神话的，正

是爱丽舍。

全球新一代开启新纪元
自 2009 年以来， 随着全球汽车

市场结构和消费特征的变化， 中级

家轿开始融入到普通消费者的生活

中。PSA 集团深刻洞察了全球主流市

场主力消费人群的需求， 决定研发

针对该目标消费群的中级家轿。

2013 年， 雪铁龙整合全球优势

资源， 打造全球战略车型，“全球新

一代欧系中级车” 全新爱丽舍耀世

登场。 如果说全新爱丽舍是对经典

爱丽舍的致敬， 那么这次致敬可谓

是脱胎换骨后的全新蜕变。

全新爱丽舍自诞生之时便承载

着全球 860 万用户的认可与期望，它

完美继承了 511 万 2CV“适用生活”

的造车理念、350 万 ZX 的“冠军性

能” 与可靠品质， 并将两者完美融

合， 是融汇雪铁龙百年造车精髓对

于经典车型的全新演绎， 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

全新爱丽舍在传承经典的同时

更是雪铁龙全球智慧的结晶。 在研

发阶段，来自全球 12 个国家的 30 位

设计大师和 500 余位工程师共同协

作，精心打造全新爱丽舍。 在国际顶

尖实验中心， 全新爱丽舍经历了包

括动力、操控、安全、舒适等方面的

多项严苛检验，各项测试结果显示，

全新爱丽舍的品质遥遥领先于同级

产品。 在全球市场投放之前，全新爱

丽舍历经全球 600 万公里全时全路

况实车测试， 测试里程超越行业内

同类测试常规里程的一倍以上。 全

新爱丽舍跨越地形考验， 无畏气候

转变， 表现出了极强的适应能力和

可靠的稳定性，其“全球品质”得到

了最好的佐证。

而在“新一代”上的优势，更令

全新爱丽舍当之无愧的成为全球中

级家轿市场上的标杆力作。 全新爱

丽舍从最大化满足消费者实际生活

需求出发，以“适用生活”的新一代

研发理念为中级家轿重新定义，实

现了多用途、 高品质的用户价值最

大化。 新一代技术应用使全新爱丽

舍在同级别车上率先应用了行业内

最先进的技术装备， 从全系标配的

同级别最健康 PM2.5 车内滤净系

统、 同级别最精准省力 EPS 随速可

变电子助力转向系统、 同级别最舒

适仿人体行走频率（1Hz）非对称悬

架系统、 同级别最高强度 1200Mpa

前防撞钢梁等处便可见一斑。PSA 全

球新一代精益化绿色标杆工厂———

神龙公司第三工厂则为全新爱丽舍

提供了世界领先的新一代生产工艺

及质量保障体系， 为全新爱丽舍值

得信赖的“全球品质”保驾护航。

在土耳其、西班牙、俄罗斯等已

上市的海外国家， 全新爱丽舍已经

成为雪铁龙销量增长的主力车型，

超出全年目标的 31%， 西班牙 Vigo

工厂也已大幅增加全年产量用以满

足海外用户对于全新爱丽舍不断增

长的购买需求。 而未来，在全球范围

内， 还将有 30 多个国家陆续引进全

新爱丽舍。 9 月 26 日，全新爱丽舍将

于国内上市，全球新一代，能否缔造

新的传奇？ 我们拭目以待。

（陈佩佩）

向经典致敬 是全新蜕变

全新爱丽舍 9月 26日荣耀回归

从欧洲第一辆量产车到

世界上第一辆全钢车身汽车，

从世界上第一辆前轮驱动汽

车到第一个后轮随动转向技

术、 第一个液压动力悬挂设

计，雪铁龙造就了一个又一个

创新的神话。 第一次在埃菲尔

铁塔上的品牌宣传、第一次汽

车高山翻滚试验、第一次汽车

试乘试驾活动以及享誉全球

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机

械力量横跨欧亚的壮举———

雪铁龙“东方之旅”……勇于

创新的雪铁龙铸就了近一个

世纪的历史和荣耀。

这个源自法国、拥有百年

造车工艺的品牌， 从 1992 年

至今，通过东风雪铁龙，为百

万中国家庭开启了幸福的有

车生活。 其中，爱丽舍绝对是

中国车市一个绕不过去的标

杆车型。 多年来，爱丽舍在中

国屡创传奇佳绩，以“可靠品

质、 使用经济性和安全性”赢

得了六十万家庭的信赖与肯

定。 经过长时间的品质见证和

口碑积累，爱丽舍已化身为中

国车坛的“常青树”。 现在，这

棵“常青树”将迎来全新新生，

定位于“全球新一代欧系中级

车”的全新爱丽舍将于 9 月 26

日耀世登场，这不仅是对经典

爱丽舍的致敬，更是一次脱胎

换骨后的全新蜕变。

成都车展
-

领导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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