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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车市波动较大，尤其
是进口车的销量波动，主要是受关税
调整造成的影响。不过，刘智博士用
实实在在的数据告诉我们，今年前七
个月，宝马集团在中国市场依然实现
了平稳、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

1～7月，宝马集团在中国市场共
交付346，493辆BMW和MINI品牌的
汽车，其中新能源车系销量同比增长
超五倍，BMW M车型的销量同比增
长24.5%。“X5、X6车型，目前的销售

情况还是非常好，以X5为例，我们在
这个细分市场是绝对的第一名，今年
前七个月，销量比后两名的加起来还
多。”他认为，尽管经历关税波动，但
从中长期来讲，进口豪华车依然有非
常好的增长空间。

未来，BMW品牌的产品攻势仍
将继续，凭借强大的品牌和产品线以
及在新能源汽车等关键领域的优势，
宝马集团将继续推动中国核心业务
的可持续增长。 （刘爱妮）

刘智博士：
满足个性化需求也是非常大的市场空间

专访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裁 刘智博士

中型豪华全能轿跑车（SAC）
开拓者——全新 BMW X4 无
疑是宝马展台最亮眼的明星车
型。作为BMW X4的第二代车
型，全新BMW X4继今年3月在
日内瓦车展亮相后，其脱胎换骨
般的全面升级备受关注，成都车
展正式上市后，BMW X4将为
BMW X家族注入强大的力量。

众所周知，今年是BMW的X
之年，X产品上市非常密集，包括
6月的创新BMW X2、7月初的国
产的全新一代BMW X3，这次的
全新BMW X4，年底将耀世登场
的第四代BMW X5，以及将在不
久之后推出的 BMW品牌历史

上第一款大型豪华SUV——全新
BMW X7。如此密集的新车投放
频率，不仅是BMW 扩充产品阵
营，满足不同细分市场的必要之
举，也显示出X家族对宝马品牌
的重要性。

刘智博士的说法也印证了这
一点：“X 家族车型对我们非常
重要，目前在销量上占据BMW
品牌的近1/3，预计随着产品更新
换代和更多新产品的推出，其销
量占比还会进一步提高。”他还进
一步解读说：“从1999年推出第一
代 X5，宝马开创豪华运动型多
功能车（SAV）这个细分市场开
始，宝马在随后推出的多款X车

型都创造了新的细分市场，比如
BMW X4就创造了中型豪华全
能轿跑车（SAC）细分市场，我们
针对不同消费者的诉求，提供量
身订做的产品。”

除了X家族不断扩充个性化
的产品，BMW在轿车市场也是
如此，像2系、4系、8系等，都是所
谓的个性化车型。刘智博士认为，
随着中国汽车文化的普及，消费
者逐渐成熟，需求会越来越多，发
展个性化产品也很有必要，“宝马
本身是一个比较年轻、有活力的
品牌，面对这样的消费群体，满足
他们个性化的需求，也是一个非
常大的市场空间。”

全新 BMW X4 登场 开拓个性化市场

BMW M一直是高性能汽车的
代名词，吸引着无数追逐梦想、永不妥
协的年轻人，在全球不断创造传奇。如
今，传奇在中国延续。目前，BMW共在
华推出10款M车型，从轿车到SAV，能
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M车型受到全球车迷追捧的不
仅是高性能，个性化也是消费者的另
一种考量。因此，在本次车展上，M家
族带来三款限量车型，且各自拥有专
属的车身配色，同时配备个性化定制
细纹 Merino 扩展真皮、对比色缝线
等专属内饰，彰显限量版车型的尊贵
身份。同时三款车型还可以选配进化
版M竞速套装，发动机的最大输出功
率可达450马力、0-100公里/小时加
速仅需4.0秒，让驾驶者尽享人车合

一的极致驾趣。
刘智博士介绍说：“M系列是非常

个性化的产品，消费者追求的是驾驶乐
趣和操控乐趣，以及一些个性化诉求。
自2016年始，M3、M4车型推出车迷限
量版，在外饰、内饰、座椅皮革等方面，
打造个性化的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

除了产品本身，在刘智博士看来，
BMW在营销体验活动上，包括体验式
营销活动、线上宣传手段等，都与年
轻、有个性化需求的客户相契合。“M
车型代表宝马运动的精髓、造车工艺
的极致。继去年首次入华，BMW M嘉
年华也将于9月在上海 F1 赛车场再
次开启，我们也会邀请更多中国车迷
体验肾上腺素飙升的赛道激情，而这
些都非常符合客户的个性化诉求。”

M3/M4车迷限量版 进一步满足个性化诉求

车市波动较大 靠创新推动依然取得稳健增长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总裁刘智博士

全新BMW X4

BMW M3车迷限量版 BMW M4敞篷轿跑车车迷限量版

8月31日开幕
的2018年成都车
展上，全新BMW
X4领衔，宝马共
发布六款新车。X
家族、新能源家族
及M品牌“三箭齐
发”，掀开中国市
场持续发展的新
篇章，同时也体现
了宝马对个性化
车型市场的重视，
在新闻发布会后，
宝马（中国）汽车
贸易有限公司总
裁刘智博士也为
我们深入解读了
这一点。

宽大空间
让幸福更舒展

全新东风标致408的外观明显
年轻化，采用最新家族式设计语言
的点阵式进气格栅、全新升级的狮
眼式造型头灯、LED狮爪式尾灯，以
及全新造型的钻石切割轮毂，散发
着澎湃的青春运动气息。

对 于 东 风 标 致 408 这 样 一 款
紧凑型轿车来说，空间一直是其
杀 手 锏 。相 对 于 老 款 ，全 新 东 风
标 致 408 保 持 了 其 颇 具 优 势 的
4750mmX1820mmX1488mm的车身

尺寸，2730mm的超长轴距，让该车
在同级别车型中拥有抢眼的优势。
宽裕的后排空间，让坐在第二排的
家人即使在远行途中，也能享有舒
适惬意的乘坐体验。

动力是全新东风标致408的几
大革新之一。新车搭配了230THP
PureTech和350THP PureTech两款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这两款发动
机都曾是多次获得“国际年度发动
机大奖”的明星机型，不仅动力强
劲，百公里油耗更是分别低至4.9L和
5.9L。

更多智能科技
增加更多生活“小确幸”

随着消费升级和年轻人成为消
费主力，智能科技配置已经成为近
年来新车的必备“技能”，科技配置
带来的不仅是舒适、便捷与安全，更
增加了生活中的“小确幸”。

在这一点上，全新408可谓是不
计成本下足了功夫。发动机智能启
停技术（STT）、胎压监测、EPB电子
手刹、HAS坡道辅助，以及整合了
ABS、EBD、ASR、VDC、RMI等多项
主动安全配置的ESP 9.1车身稳定
系统在全新408上都作为全系标配

搭载到每款车上。
9.7寸的中控屏幕集成了空调、

Blue-i车载互联、导航、多媒体、倒车
影像、行车辅助等功能，还增加了全
景倒车影像。

有性价比
更有幸福礼包

新车较老款定价已进一步下
探，加之过硬的产品实力和品质，使
得全新东风标致408的性价比优势
非常明显。

在 新 车 的 众 多 款 车 型 中 ，
230THP与350THP自动豪华版可以
说是其中很受消费者欢迎、性价比
相当高的两款。同时，这两款车型还
可选装非常划算的三款选装包，最
高仅需8000元就能将倒车影像、前
驻车雷达、智能免钥匙系统、i-Start
一键启动等科技装备悉数搞定，将
充满智能科技属性的驾乘体验进一
步升级。

除此之外，凡在2018年8月29
日-10月31日期间购买全新东风标
致408的车主，还可享受“幸福礼
包”，最高可享全额购置税补贴、
6000元保险基金和24期零利率贷款
优惠礼遇。 （张煜）

全新东风标致408打造更具性价比家轿
8月底，全新东风标

致408正式上市。就如
同这场上市发布会一直
阐述的“感触幸福”这一
话题，全新东风标致
408为了带给中国消费
者更多的幸福感，对产
品进行了全面革新。这
一革新令全新408在空
间、动力、智能科技等三
大方面优势更加突出。

除了全面革新带来
的耳目一新之外，新车
11.97～16.97万元的定
价也非常令人振奋，新
款较老款的价格作了进
一步下探，这使得该车
在细分市场中的性价比
优势更加突出。

价值大于价格

全新东风标致408上市现场图

“当时两个小朋友一直
在耍手机，而两个老人家都
不熟悉路，才会这样。”杨女
士透露，当时她着急去医院
办事，也没有留意这辆车的
行车轨迹。事后，车上乘客告
诉她，司机在驾驶过程中都
没有说什么话。

杨女士有些生气，想要
给滴滴司机打电话讨说法，
但电话始终无法接通。当天，
杨女士向滴滴进行投诉。成
都商报记者也尝试拨打滴滴
司机电话，但因号码保护限
制无法接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滴滴相关人员处和杨女士处
了解到，目前滴滴已经与乘
客协商一致。滴滴已跟司机
核实，司机表示确实走错了
路，愿意赔偿乘客200元。同

时，滴滴也联系了乘客，告知
平台为其免单，并申请100元
快车券作为补偿；司机承认
错误并愿意赔偿200元给乘
客，乘客已经认可。

此外，滴滴司机也将面
临处罚。滴滴相关人员表示，

“另外按照平台规定，滴滴会
视情况处理，对绕路司机进
行处理，将滴滴司机暂停服
务1-5天。”按照相关协议

《滴滴平台用户规则》相关条
例：“车主未按照导航指定路
线、乘客指定路线或其他合
理路线行驶，警告后拒不改
正的，平台可以对其暂停服
务1-5天，并可以从违约车
主账户扣取不当所得费用归
还乘客。”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9月7日10点42分，成都人杨女士着急前往
医院办事，给即将出远门的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
打了一个滴滴快车。按照杨女士原本的计划，网
约车行程从北门蜀龙大道保利郁金香谷出发，走
一截路上三环路行驶后，即可抵达东门东客站。4
人将在约30分钟后到达成都东客站，然后乘坐
G8547次列车，前往重庆。

杨女士没想到，原本从上北三环后直接走约
“四分之一”个环线就可以到达的路程，滴滴司机
却在地图上“画”起了圆圈：从北门经西门、南门，
最后到达东门，足足走了“四分之三”个环线。最
终，网约车在11点50分到达东客站，而4名乘客
也因时间过晚没有坐上火车。

杨女士之后再想联系上滴滴司机，电话始终
无法接通。接到乘客反馈后滴滴已跟司机核实，司
机表示确实走错了路，愿意赔偿乘客200元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滴滴方面和杨女士处获悉，
目前，滴滴已经与杨女士达成一致，杨女士此次行
程免单，并申请100元快车券作为体验补偿；司机
承认错误并愿意赔偿200元给乘客，乘客已经认
可。接下来，滴滴会视情况让滴滴司机暂停服务
1-5天。

9月7日11点50分，一辆
车牌号为川A0Z7**的银色
雪铁龙网约车到达目的地
成都东客站。车上4人有些
着 急 ，距 离 他 们 乘 坐 的
G8547次列车发车不到9分
钟。这一趟，是把其中2名刚
刚参加完高考的学生送去
重庆的大学报到。

下车、找路，最终，4人
还是没能坐上这趟列车。

差不多在同一时刻，还
在医院里的杨女士收到这
趟滴滴网约车的扣费提醒：
114.25元。费用跟她预估的
差很多：“我叫车的时候，订
单上显示（预估）价格是39
元，付车费的时候价格就翻

了几番。”
杨女士打开网约车的

行车轨迹，原本从北门的蜀
龙大道保利郁金香谷出发，
走一截路上三环路行驶后，
就抵达东客站，耗时在30分
钟左右。而滴滴师傅没有选
择这大约“四分之一”环线
的路程，而是在三环路上

“画”起了圈，从北门经西
门、南门，最后到达东门，足
足走了“四分之三”个环线。
用时68分钟。

在订单页面上显示，网
约车司机不是新手，这位姓
韩的师傅评分达4.9分，属
于滴滴平台的“钻石司机”
档次。

滴滴司机绕路“环游”三环
从北门到西门到南门最后到东门

目前双方已达成一致
司机称走错路愿赔偿200元

车辆行程轨迹及收费状况

打个滴滴快车去东客站
司机“环游”三环误了车

39元车费绕成114元
目前双方达成一致：滴滴免车费司机赔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