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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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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合作融合共生

在2015广州车展上，长安汽车除了正式
发布重量级产品欧尚MPV外，更联手工商银
行、大众点评网、滴滴打车共同发布了“长安
欧尚e家计划”。该计划是长安欧尚汽车产品
延伸出的一个家庭生活服务品牌，为用户贴
心打造一个互联网“生活圈”，以“家庭生活
更便捷、更优惠、更愉悦”为目的，贯穿欧尚
用户选车、用车的整个消费周期。并在试驾、
购物、住宿、美食等各领域，与工商银行融e
购、滴滴打车、大众点评等合作，为消费者打
造“全新愉悦体验”。

长安欧尚是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家用紧
凑型MPV，它是前置前驱，有轿车底盘，但又
具备强大功能性。这个产品在当下具有两层
含义，第一就是满足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MPV很有可能是中国车市的下一个热点。未
来中国MPV市场的容量差不多在500万量
级，如果说100万销量可以撑得起一家企业，
那这阵风至少可以支撑起五家企业。

做合资品牌
SUV销量第一

今年广州车展，北京现代带来了两
款车：混动版第九代索纳塔及领动，一个
代表活力，一个代表提升，北京现代希望
以此为契机，展示新的品牌内涵与精神。

领动最大的特点是技术和核心设
计，会体现更多“技术、创新、活力”，对北
京现代品牌也是一种提升。我们请胡歌
为领动代言，也希望这款车能帮助北京
现代牢牢锁住“中级车市场第一”这块核
心根据地。近期北汽集团发布了2020“π
计划”，明年北京现代也制定了一个π计
划，包含3、1、4三个关键词。“3”是希望明
年IQS、CSI、SSI排名继续保持前三名；

“1”是希望借助ix25、ix35、全新途胜、全
新胜达，保持北京现代SUV合资企业的
第一位置，同时D+S占比今年继续提升
10%；“4”是希望北京现代保持行业第四
名，同时第四工厂明年10月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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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DS或全系标配
混合动力

今年广州车展，DS携全球车型
——前卫运动两厢车DS 4S率先完成
全球首秀。DS 4S主要针对35岁年轻人
推出，采用动感的五门掀背造型设计，
搭载THP130、THP160和THP200三种
发动机。

2015年对于DS品牌来说是特殊的
一年，不仅是DS诞生第60周年，也是品
牌进入中国汽车市场3周年。从过去的
法国总统座驾，到今天备受国内消费者
认可的高端汽车，DS所代表的前卫和豪
华越来越深入人心。DS新车的竞品目标
是奥迪A3，如果两者价格相等的话，肯
定DS 4S的配置要比奥迪A3高。

与欧洲的柴电混动有所不同，长安
PSA正着力于汽电混动。未来，我们的车
型，尤其是四驱车，可能会全系标配混
合动力。

对手都很明确 只等开战
今年的广州车展，褪去了不少往年的闹腾气，新车很少，概念车基本没有，汽车厂商似乎都把精力放在了

明年的产品规划和企业战略上。毕竟，2015年汽车行业整体销售疲软基本确定，各位汽车大佬想得更多的是
2016年怎么开局，怎么在新能源等行业上先声夺人。因此，在广州车展发布会后的专访上，各家汽车掌门人
说得最多的都是2016年的新车型、新战略。以北京现代、一汽丰田、长安PSA等企业为代表，我们明显感受
到他们清晰的思路和完善的规划。总而言之，明年的对手都很明确，只等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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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祺的对手
就是“过去的自己”

广汽传祺今年逆市增长
了54%，销量16万任务完成基
本没有问题，预计最大能够
达到18万。更为可喜的是，目
前传祺车供不应求，光订单
就有2万多，预计今年年底库
存会减少到1万，经销商库存
也会减少到1万多辆。而且明
年还会重磅推出SUV车型。当
然，明年我们的重点不能为
了销量而忽略质量，脚踏实
地做好自己的产品，才是传
祺要做的事情。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桑田 刘逢源

卡罗拉双擎的竞争
对手是“传统观念”

随着卡罗拉双擎上市接受预
订，目前预订情况非常好，原计划
只有2000辆订单，现在已经收到超
过4000辆的意向订单，相信实车到
店之后会有更好的表现。虽然卡罗
拉双擎版13.98万元的售价几乎与
汽油版没有差距，但是卡罗拉双擎
的目标客户与汽油版还是有一定
的不同。而不少消费者仍然在问

“双擎用不用充电”、“电池需不需
要更换”等问题，这说明我们还需
要在普及混合动力常识方面下工
夫。此外，由于目前国家“新能源汽
车”的定义没有包括混合动力，卡
罗拉双擎作为一款优质节能车，除
了天津以外，其他地区享受的优惠
政策还需要各位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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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车展
特别报道

混 时代

王洪： 全新BMW 7系是第
六代新车型，在方方面面都有

极大的提升。从传统上
讲，驾驶乐趣、操控
表现一直都是我
们的强项，现在我
们说的舒适性、豪
华性是通过很多
创新的科技来实
现的，它颠覆了原
来大家认为的豪华

配置和舒适的概念。这
些科技是细分市场中的创领
者，例如后排头等舱独立座椅
能最大程度地让乘客获得舒适
享受，手势控制实现了更便捷
的操作等等，通过科技来引领
未来的舒适感、豪华感。我们希
望宝马的客户能够深度体验到
这些科技，感受到不一样的豪
华和不一样的舒适，我们叫做
宝马的舒适，“开宝马，坐宝马"
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中国作为7系在全球最大的
市场，销量占到50%左右，因而宝
马在全新一代7系的研发之初就
针对中国市场做了非常多的调
研，从中发现中国客户对后排空
间的舒适性非常关注。例如智能
后排触控系统，不用起身，只用一
个平板电脑就可以调节车内香
芬、遮阳帘的升降、空调、光线、娱
乐系统等等，还有后排头等舱独
立座椅能进行42.5度调整，以及
考究的皮质和手扶位置用软木包
覆来实现舒适的手感等对细节的
关注等。宝马集团高级设计副总
裁霍伊顿克先生提到对豪华的理
解，就是对科技创新和细节的极
致追求。

创新是宝马一直坚持的，我
们的豪华已经不是简单的“皮子
很好”这种概念，通过不断的创
新，我们能够为客户提供越来越
多真正有品质的配置。

（刘爱妮）

适应新常态，宝马的可持续发展
专访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副总裁 王洪女士

王洪： 前9个月我们的销量已经超过
34万台，增长率为2个百分点。这跟整体的
市场竞争环境有关。有一个词大家都不陌
生，就是“新常态”，而且现在向新常态转
换的速度要比我们预测的快。当然这种新
常态转型期是很自然的，市场必须要经过
这个过程。增长率还与其他很多因素相关
联，包括今年产品的供应情况、产品的周
期等等。前几年宝马在中国一直是高速增
长，所以相对来说基数就要高一些，这些
都是客观情况。

对我们来说，今年最重要的并不只是
一些销售数字，或最终销售业绩的达成。
因为今年情况很复杂，我们的最终目的是
达成一个与经销商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
的结果。所以，在这个增长数字的背后包
含了很多调整，我们重点调整了销量，不
光是总量的调整，还有车型结构的调整，
例如X系列车型和小众车型的配比。我们
要帮助经销商降低缓解库存深度，并且要
优化库存结构，这些都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我们做了很多关于平台
性、根本性的工作，包括对车型的价格调
整，来帮助经销商在销售产品时获得更强
的竞争力。除此之外，我们也陆续推出了
很多新产品，包括在豪华紧凑级车型这个
细分市场的进一步渗入。我们推出了2系
旅行车的五座版和七座版，9月成都车展
时推出X5、X6的28i。SUV车型是宝马很强
势的车型，我们也一直是细分市场的领导
者。我们希望继续捍卫这些成绩，所以推
出28i车型，价格更有竞争力，能满足客户
更多样的需求，并帮助经销商更好的完成
今年的销量任务。

今年也是BMW 7系的换代年份，10
月全新BMW 7系在中国正式上市，使用
了非常多的创新科技，我们希望通过全新
7系体现出来的宝马创新精神，以及对品
质的致真追求，能够重新定义当代的豪
华，我相信我们也做到了。总体来说，经过
今年的一系列调整举措，我们的平台更健
康了，对后续的发展也更有信心。

王洪：从产品方面来说，明年
最主要的产品还是全新BMW 7
系整年的销售。这款车刚上市不
久，现在供货还非常紧张，我们非
常欣慰它的订单收得非常好。对
全新7系我们追求的不是一个数
字，而是希望把这款车的形象、品
牌情感和经销商信心在旗舰车型
的高度重新提振。

还有8月成都车展推出的
BMW X5、X628i车型，其中X6
28i供货很紧张，明年这两款入门级
车型是一整年的销售重点，对于这
一细分市场我们也非常有信心。
X5、X6在经销商利润方面一直很
优秀，我们一贯都是这个细分市场
的领导者，这一块肯定也不会丢。
还是那句话，经过多轮的调整，我

相信明年的车型配比会更贴近市
场，整体平台结构会很好，在这方
面我们很有信心。

不光传统的内燃机车型，新
能源车也依然是明年的重点，
我们希望在环保方面做到最
好，每个产品线陆续都会有新
能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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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可谓宝马中国的“大年”，超过十余款新车上市，既有开创全新细分市
场的创新BMW 2系运动旅行车和2系多功能旅行车，也有引领未来、创领豪华座
驾新标准的旗舰车型全新7系，精彩亮点贯穿全年。在11月20日开幕的广州车展上，
宝马中国依然延续了强劲的势头，全球首发了BMW城市新概念轿车，并在中国上
市了全新BMW X5插电式混合动力、新BMW 6系与新BMW M3、全新BMW
S1000R共四款产品。丰富的参展车型完美展现了宝马正在引领豪华车互联化、
电动化和个性化的潮流，并在每个级别的细分市场上提供极具吸引力的产品，印证
了宝马对中国市场的重视和信心。
相较于过去几年豪华品牌的迅猛发展，2015年的车市更具挑战性，如何应对新形
势下的车市变化，成为摆在各大品牌面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向来深谙中国市场的
宝马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副总裁王洪女士用“调整”一词作为对2015

年的总结，在她看来，今年的调整已为2016年取得更好的成绩做了充分的准备。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副总裁王洪

全新BMW 7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