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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车展组委会透露， 此次成都车展展出的

豪车品牌近20个，短短几日销量就达上百辆。

玛莎拉蒂展台相关人士透露， 车展开幕以

来他们平均每天销售三四辆， 截至9月7日一共

卖了36辆，价位在100万元～200万元，顾客主要

是30多岁的群体。此外，保时捷成都三家店，10

天订单也首次突破300多辆，宾利在成都车展期

间也销售了20辆。销售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一些年轻买家相当有实力， 甚至20岁出头的买

家购买路虎极光都是一次性付款。 “现在，成

都的豪车销售也在年轻化， 而且也有不少普通

大众。”行业人士分析说。

上周日下午5时，随着线上报名通

道、线下车展现场调查问卷发放的截止，

此次由成都商报举办的“成都汽车经销

商满意度大调查”活动正式结束了问卷

收集环节。 由于此次调查收到的回复问

卷量较大， 且不少消费者在填写问卷时

存在没有按照要求填写、 填写信息不全

等问题，目前，我们正在对收集到的近万

份纸质调查问卷进行录入， 以及对线上

调查问卷的信息进行核对等工作。

本周五， 所有有效调查问卷的信息

将统一被录入电脑抽奖系统。 开奖过程

将由公证处公证员进行监督。 电脑随机

抽出1名幸运观众后，由工作人员当场拨

通电话，逐一核对中奖者填写的姓名、电

话、评价经销商名称、具体评价等四项必

填问卷信息。核对符合后予以确认，未能

确认则重新随机抽取1名。 需要注意的

是， 中奖者需向有关部门主动缴纳相关

税费。如果中奖者能尽快办理相关手续，

最快下周一， 中奖者就可以前往4S店开

走价值10.88万元汽车！

为了保证此次活动能够公平、公证、

公开进行，我们将邀请5名读者在本周五

上午10时来到成都商报对抽奖过程进行

全程见证。有意愿请拨打86613333-1进

行报名，受邀到场者我们还有好礼相送。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随着 8 月 23 日新车到店上市发布

会顺利举办， 广汽丰田首款中级车雷凌

正式登陆成都。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

的“雷凌”风暴也在全国广汽丰田 430 多

家销售店正式拉开。 首批新车陆续交付

车主，标志着“丰田史上最具操控性中级

车”正式走进消费者的生活圈。

作为专为中国消费者而来的“新感

观领秀中级车”，雷凌基于丰田最先进的

新 MC 平台打造， 车型设计源自于北美

卡罗拉。 它继承了北美版卡罗拉的优良

DNA，并针对中国市场，做了适应性的调

整和重新开发，可以说是“源于北美，高

于北美”，向时尚、动感方向进化，更适合

中国消费者。

雷凌拥有“新锐领潮的造型、超越同

级车的空间、最佳的燃油经济性、一流的

操控性能、超级安全性和卓越生产品质”

六大竞争优势，综合实力远超同侪。 它生

而“不妥协”，以“方向在我手中”为品牌

主张， 十分符合年轻一代敢于打破常规

的精神气质；它通过一系列创新营销，让

雷凌所代表的“不妥协”精神，在年轻人

心中不断赢得共鸣；它以“不妥协”的产

品力，以及 10.78-15.98 万元这一极具冲

击力的价格，打破中级车市场的沉闷，为

广大消费者激扬起极具活力的年轻“心”

生活。

“闪电标”象征“不妥协”

DNA

目前， 由“金刚狼” 休·杰克曼和

舒淇首度合作主演的好莱坞电影短片

《雷凌》 也已经在全国热映， 成都地区

的消费者只要观看过这部片子， 都会对

雷凌这款车印象深刻。 而随着该部电影

短片在网络、 电视、 手机等各种媒介与

全国的消费者见面， 雷凌的品牌主张也

越来越清晰。 借助短片， 广汽丰田以最

受年轻人欢迎的电影艺术， 在价值观上

确立了新车雷凌在用户心中的情感联系

和品牌形象。

好莱坞制作“刷爆”朋友圈
作为首部以汽车品牌车型为原型的

好莱坞影片，《雷凌》 不仅邀请到曾执导

过《玩命快递 3》、《飓风营救 2》的好莱坞

知名导演奥利维尔·米加顿操刀，更是拥

有强大的卡司。 舒淇在全球华人中拥有

众多粉丝，号召力非常强大，而“金刚狼”

休·杰克曼曾经被美国畅销杂志《People》

评为“全球最性感男士”，两者刚柔并济，

获得小伙伴们一致“点赞”。 这次邀请他

们作为新车代言， 共同演绎雷凌“不妥

协”的品牌精神，引发共鸣！ 广汽丰田这

种创新营销传播方式， 让雷凌瞬间刷爆

“朋友圈”。

（刘逢源）

新感观领秀中级车

“雷凌”成都震撼上市

源于北美高于北美不妥协魅力激扬年轻“心”生活

“本届成都车展不仅从一个区域性的

车展快速蝶变为国际化A级车展， 而且在

传递品牌价值的同时， 其销量也非常可

观，这有望引爆汽车消费，从而带动区域

汽车产业的发展。” 东创建国汽车集团副

总裁赵锦辉如此说道。

9月7日，以“绿色科技·乐驾成都”为

主题的第17届成都国际车展，在成都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完美收官。同时，被喻

为“全年销售重头戏”的成都国际车展10

天里，四川各大汽车集团运营商也疯狂了

一把， 短短10天销量就突破32652辆：建

国汽车销量突破11000辆， 广汇申蓉达到

6300辆，启阳达到3300辆……

有销售顾问激动地说，有的4S店一天

几乎就卖了一个月的销量，而豪华车里面，

保时捷、捷豹路虎、奔驰、宝马等豪车销量

翻番，而超豪华阵容更不示弱，车展开幕当

天价值3000多万元的“超跑之王” 赛麟

S7（曾登上美国《福布斯》世界最贵汽车

的榜首），就被西南一名神秘买家买走。

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的汽车销售又创

新高，很多经销商在前三天就完成了车展销

售任务，甚至在整个车展期间完成了全年任

务的更是屡见不鲜。

车商抛出全年最低价

一台奔驰新E，从原来的43万元直接优

惠10万元，33万元就能买到，您相信吗？这就

是今年车展优惠力度的一大缩影。车展前三

天， 很多车商为了争夺客源和冲量， 直接

“无底线” 抛出了巨额优惠。 全新沃尔沃

S60L直接花24万元就可以轻松开回家，您还

可以花63万元买到一辆卡宴同平台的进口

途锐……业内人士表示，这次车展的车价已

经是车商抛出的全年最低价。

10

分钟可办完贷款买车

除了车价给力之外，由厂家支持而推出

的多种优惠金融政策更是前所未有。如吉利

在车展期间推出了 “10分钟审批”、“18期

超长0利率”、“24小时放款”、“5年超长还

款期”等优惠措施，均创造了自主甚至合资

品牌的先例。四川新双立集团也推出了金融

优惠政策，全系车型可以享受厂家高额贴息

甚至零利息的贷款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成都作为中国西部最重要的汽车消费市

场，已从二线市场变成了一线市场，成为所有

汽车厂商眼中的新增长点， 因此很多车商都

纷纷使出销售绝招。

“每天下午6点过，我们建国汽车VIP厅仍

然人流如织， 每天都要延时服务到晚上七八

点！” 建国汽车副总裁刘伟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为了鼓励一线销售人员的战斗激情，每日

车展结束后，都要举行一场“战地激励大会”。

“11128辆这个销量来之不易， 一天1000多辆

的销量几乎是有的厂家整个车展期间的任务

总量！”三和沃尔沃总经理徐兵表示，三和沃

尔沃单店完成订单250多辆，达到预定目标，比

去年上涨38%。连续多年的全国奥迪销售冠军

店———新元素奥迪，车展销售513辆。在成都

车展期间， 四川新双立集团大众进口汽车全

系签单超过600辆， 其中途锐车型接近200辆。

启阳汽车集团方面透露， 今年成都车展卖车

3500辆，较去年车展增长20%。广汇申蓉在车

展期间新车销量也高达6300多辆。港宏集团副

总裁万健表示， 车展期间集团较去年车展销

售提升20%，较今年目标销量超额完成10%。精

典汽车销售突破3760多辆，华星集团旗下品牌

总量2900余辆，比去年同期上涨不少。

3000多万元

“超跑之王”赛麟S7第一天就被买走

10分钟

吉利在车展上推出“10分钟审批”政策

1天1000辆

有车商卖车每天都搞“战地激励大会”

“血拼”车展

有车商1天卖车1000辆

豪华阵容

购车群体日渐年轻化 分析篇

价格优惠+贷款优惠

助力车展销量飙升

成都汽车经销商满意度大调查

本周五，抽出10.88万元汽车大奖

随着国产车型CX-7日前上市，
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军当下最炙手可
热的SUV市场，产品线全面覆盖轿
车、MPV及SUV细分市场，由此完
成了“全领域新格局”的战略部署。

作为一款空间宽适的中型
SUV，CX-7不仅具备SUV中少有
的运动和操控基因，更将定价直接杀
入紧凑型区间，从而实现了差异化竞
争优势。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田青久自信地认为，
CX-7将以中型级别的优势，渗透紧
凑型SUV市场，上下通吃，从而实现
销量最大化。

跑车化设计
成就SUV操控王
毫不意外的是，国内的SUV热潮依

然高温不减，2013年SUV市场销量达到
276.5万辆，同比增长50.6%，占狭义乘用
车市场份额达到16.9%。但不同的是，以
往大排量为主流的SUV，开始更多地向
个性化、高端化转移。产品与服务的差异
化、定位与营销的多元化，都成为未来制
胜的关键。

作为后来者的CX-7，若想在竞争
中脱颖而出，势必拿出更多过人之处。实
际上，早在CX-7研发之初，马自达的目
标是开发一款“与众不同的SUV”，“跑
车化”成为了与众不同的突破口。CX-7
结合了SUV的“高通过性、实用的便利

性、大空间、高坐姿”的多项优势，又融
合了“跑车的造型，及快速驰骋的极速
性、安心驾驶的运动操控特性”等个性
特征，被赋予了与竞争对手完全不同的
价值元素。
在“打破常规”精神指引下，马自达

摒弃了轿车平台，而是考虑SUV车型的
驾乘需求，为 CX-7开发了专用SUV平
台，车身刚性、底盘架构均有别于来源于
轿车平台的其他品牌SUV。正如设计师
小泉所描述的，“ CX-7展现的是超越
时空的美，是一款超越时间、空间，富有
个性魅力的一款SUV。”

国产CX-7新增 2.3T四驱版本，其
装备的2.3T发动机出自于马自达运动部
门Mazda Speed （隶属日本马自达汽车
公司，专门从事赛车改装），曾连续三年
获得“沃德十佳发动机”殊荣。此外，马
自达特有的“车随意动人车一体”精准
操控，配合SUV的高通过性和高级轿车
的舒适性、静谧性，让 CX-7带给SUV
消费者独一无二的驾驶感受，堪称
“SUV操控王”。

“杀手锏”定价
直逼紧凑型SUV区间
如果说超越同级空间与跑车化的操

控让CX-7有了与更新产品一较高下的
硬件资本，那么一汽马自达为CX-7制
定的价格则完全可称得上是杀手锏。
目前，国内SUV市场呈现出紧凑型

SUV占比较大，中型SUV比重相对较小
的市场格局，一汽马自达在制定Mazda
CX-7定价的过程中也充分考虑到这一

点，19.98-27.38万元的价格，则已直接杀
入紧凑型SUV价格区间。

这一价格区间完全体现了一汽马自
达“精明”的市场图谋：立足中型SUV市
场，抢占紧凑型SUV的市场空间，希望在
中型SUV和紧凑型SUV两个市场同时获
得突破。

对比紧凑型SUV，MazdaCX-7在车型
尺寸、车内空间上体现出“大一号”的突出
优势，在动力上更展现出“强一级”的强大
气势，配置及安全性方面则有着“高一档”
的优势。

之所以采取差异化的“错位竞争策
略”，直言不讳的田青久告诉笔者，那是因
为他清楚地知道CX-7以及所面对市场的
不足。虽然CX-7是一款中型SUV,但在目
前主流的中型SUV市场上, 只有汉兰达销
量不错,如果拿CX-7去硬碰硬，显然优势
并不太明显。但在占据着更大市场份额的
紧凑型SUV市场上，CX-7就完全具备“大
压小”的气势。

以中型SUV的体量，2.3L的排量，去和
同处于20万元区间，但块头小了一块，排量
也小了不少的紧凑级对手相比，CX-7的
优势格外明显。而这也正是田青久田忌赛
马的策略，用错位竞争的法则体现CX-7
的比较优势。正如田所言，既有要立足中
型SUV市场的决心，又有向紧凑型SUV要
市场的野心，实为一招车型定位和营销的
妙棋。

按照田青久的预期，CX-7上市的首
要目标是建立运动型高性能SUV的品牌形
象，继而提升产品认知度。至于销量方面，
他希望占领20%的市场份额，在稳定期内
初步每个月销量达到2500辆。

CX-7：
“错位竞争”的胜算与底气

本届成都车展上演销售神话，短短10天销量突破32652辆

3000多万元“超跑之王”被“秒杀”

销售激动：一天几乎卖了一个月销量

第十七届成都国际车展的赛麟展台 摄影记者 陶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