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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豪华车新品不断
强化细分市场领导力

专访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高乐99月月44日晚日晚，，
全新全新BMWBMW 88系家系家
族在成都上市族在成都上市，，
包括全新包括全新BMWBMW 88
系四门轿跑车系四门轿跑车、、
双门轿跑车双门轿跑车、、敞敞
篷轿跑车以及全篷轿跑车以及全
新新BMW MBMW M88，，共共99
款车型款车型，，组成强组成强
大的家族阵容大的家族阵容，，
完成完成““豪华之年豪华之年””
布局的最后一块布局的最后一块
基石基石，，继续丰富继续丰富
宝马集团大型豪宝马集团大型豪
华车产品阵列华车产品阵列。。

宝马集团大宝马集团大
中华区总裁兼首中华区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高乐表席执行官高乐表
示示：“：“全新全新BMWBMW 88
系 的 推 出系 的 推 出 ，，是是
BMWBMW品牌在大型品牌在大型
豪华车领域持续豪华车领域持续
丰富产品阵列丰富产品阵列，，
满足中国消费者满足中国消费者
需求的又一例需求的又一例
证证。。近年来近年来，，洞察洞察
中国消费者需求中国消费者需求
变化变化，，宝马推出宝马推出
史上最强劲的产史上最强劲的产
品攻势品攻势。。在当前在当前
充满挑战的市场充满挑战的市场
环境下环境下，，宝马坚宝马坚
持持‘‘以客户为中以客户为中
心心’，’，以更具吸引以更具吸引
力的产品力的产品，，推动推动
核心业务的高质核心业务的高质
量发展量发展。”。”

“今年是宝马大型豪华车之
年、运动之年，也是BMW X之年，
今年所有产品都是围绕这三个主
题进行的。”进入2019年，宝马迎来
了产品大年，共有20多款新车投放
到中国市场，强大的产品攻势，亦
带来了令人瞩目的销量成绩。高乐
在现场分享说：“宝马在今年前7个
月取得了16%以上的增幅，BMW
和MINI新车的交付量超过40万
辆，验证了我们新产品投放战略的
成功，也验证了产品本身的实力。”

车展上市的全新BMW 8系
家 族 是 继 新 BMW 7 系 和 创 新
BMW X7之后，BMW“大型豪华
车之年”的又一重磅力作，全新
BMW 8系集优雅而动感的全新
设计语言，同级领先的丰富标准配

置，极富激情的驾驶体验，智能的
数字互联、先进的驾驶辅助科技，
以及为客户提供高端个性化定制
服务等领先同级的六大亮点于一
身，重新定义“现代豪华”，进一步
增强BMW在大型豪华车细分市
场的强大领导力与竞争力。

6月，全新BMW 3系的到来，
还 有 前 不 久 创 新 BMW X3M、
X4M的推出，这些都是运动之年
的代表车型。

而BMW X车型同样非常丰
富，成都车展上推出新BMW X1，
国 产 BMW X2 也 首 发 亮 相 ，
BMW X5已经进入第一个完整销
售年，第三代X6也将在年内傲然
登场。过去8、9个月是X车型密集
投放市场的阶段。

对于在大型豪华车领域
的强势突入，高乐为我们解读
了宝马的两个初衷。“第一，是
出于品牌考虑，豪华品牌应该
不断创造出激发梦想的车型，
这能够加强人们对品牌的好
感，其溢出效应会带动整个品
牌向前发展。历史上的Z8和i8
这些车型都发挥了这样的作
用。

宝马确实看到了大型豪华
车市场的潜力。就中国而言，消
费升级是大势所驱，消费者在
各个领域寻求更高级的产品和
体验，这也让中国消费者成为
世界上期望最高的消费者。只
有提供合适产品才能激活这样
的高端市场，才能让参与到这

个细分市场的增长。
“所以，我们首先是产品

线的扩充，7系、8系、X7这些车
型选择越来越多。渠道方面，
我们会采取新的展厅布局理
念，分区布局，大型豪华车会
有一个专属区域用来展示我
们的产品、展示它的生活方
式、接待我们的客户，在整个
过程中创造真正豪华的体验。
当然还会组织很多专属的活
动，比如说我们会提供专属试
驾活动。8系看上去美伦美奂，
但是爆发起来就是一款赛道
猛兽，M8这样的车一旦上手
就很难释手。我们会创造这样
一些活动给客户创造独特体
验。”

全新BMW 8系同期上市9款车型，这其中还包括
3款专门为中国客户带来的全新BMW 8系首发限量
版。全国限量发售88台，为中国客户提供了专属的尊
享选择。限量专属元素包括：巴塞罗那蓝哑光漆、杯架
专属字样“First Edition1/88”、M运动缝线安全带、
BMW个性化红色Merino真皮座椅、20寸M熏黑车轮
728式样、BMW个性化定制黑色高光外饰组件以及
BMW个性化钢琴漆内饰等等。

高乐认为，要在中国市场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要
了解客户。近年来，宝马一直致力于洞察中国客户的
需求，“我们在北京、沈阳和上海成立研发中心，对进
一步了解中国客户发挥了重要作用。就BMW 8系和
大型豪华车而言，我们在中国进行了非常深入、广泛
的客户研究。”据他介绍，DesignWorks上海设计工作
室很早就开始与中国建筑师、设计师和年轻客户进行
交流。上海工作室的同仁对BMW大型豪华车的设计
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正是因为洞察到中国顶级豪华车客户对专属性、
个性化的要求非常高。所以，8系家族会推出9个车款，
这包括一些限量版车型。“我们在上市之初推出如此
丰富的产品是为了满足这个级别的客户对于极致个
性化的需求。”对于8系，宝马还会提供进一步个性化
定制的服务，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BMW Individual
个性化定制，客户可以对车身颜色、皮质、木饰等进行
个性化定制；更高级的是BMW Manufaktur完全定制，
客户可以对车辆任何部分提出个性化的要求，比如使
用定制材料、镌刻专有徽章，或者对缝线工艺提出特
定要求，这是一种极致个性化的体现。

在中国，与“发”谐音的“8”是一个非常吉利的数
字，预示着更好的未来。在宝马，数字“8”始终代表着
巅峰的运动性能和极致的豪华。自1989年宝马推出第
一代BMW 8系，到2000年的一代传奇跑车BMW Z8，
以及2014年推出创新极致的BMW i8，每款车型都具
备超前的设计理念和最前沿的科技，造就了“8”的传
奇。这次回归的全新BMW 8系在产品力上可以说是
不遗余力，对年轻客户充满吸引力，毫无疑问会提升
品牌的魅力，让人们更加向往BMW品牌。 （刘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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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一年一
度的成都国际车展，
从1998年开始算，今
年已是第22届。成都
国际车展一直以来
都被誉为国内“第三
大”车展，因北京、上
海隔年一次所以算
一个，广州排第二，
那么以影响力和实
际产生的销量来算，
成都国际车展当之
无愧排第三。

移师西博城

参展品牌比
去年多11个

今年有个新的变
化，就是成都国际车展
移师新展馆——中国
西部国际博览城。这已
经是成都国际车展创
办以来第三个展馆。新
展馆面积更大、设施更
新，但距离更远。这也
导致车展开幕之前，弥
漫在参展商、媒体和消
费者之间的怀疑之情
——到底能不能达到
老展馆的热度？

好在，目前看来，都
是好消息。

参展品牌
比去年多11个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展馆总面积30.5万
平方米，其中室内展馆20.5万平方米，室外展
馆10万平方米。本届成都车展共使用其中的
11个馆及部分室外展区，总面积达20万平方
米，这也导致了展会总规模较去年增长30%，
创历史新高。主流汽车品牌中，宝马、奔驰、奥
迪、雷克萨斯、长城、北汽、红旗、上汽通用五
菱等均比上届大幅提高参展面积。

根据会展官方统计，本届成都车展共有
130多个汽车品牌携1600多辆展车参展，比上
一届多了11个品牌。

成都车展在业内被称为一个以卖车为主
的展会，这是它和北京、上海、广州车展一个
明显的不同之处。成都车展能够成为国内仅
次于北上广车展的“第三展”，首先还是因为
卖车效果好，其次是成都车展辐射整个西南，
参展效果格外地好。

成都的城市潜力方面，成都是国内私家
车保有量第二大的城市，仅次于北京，高达
500多万辆。成都又是一个只限行不限购的城
市，市场容量巨大，还能辐射四川和西南。因
此，汽车品牌一般都会将西区设在成都，经常
把新车上市地点选择在成都，对于成都车展
也是喜爱有加。移师新场馆，不仅没有减少参
展品牌，反而有所增加，也就不足为奇。

多家汽车品牌传来的直观感受是，今年
观众人数比预想的要多，人气比预想更旺。从
西博城现场传回的照片和视频也印证了他们
的说法，现场人山人海，热度不减去年。

事实上，今年的成都国际车展，不仅参展
品牌数量增加，车展期间重磅活动和车型也
扎堆到来。

成都车展开幕前一天，宝马在成都举行
了盛大的宝马8系上市活动。一汽-大众捷达
品牌第一款新车VS5也在成都车展媒体日当
天 隆 重 上 市 。长 安 汽 车 年 度 重 磅 车 型
CS75PLUS在车展现场全球首发。北京现代新
一代悦纳和昂希诺钢铁侠版也在成都车展首
发。东风悦达起亚全新KX5、K3 PHEV同样借
成都车展的热潮上市。

当下热门的新能源车方面，在成都车展
上市的还有奇瑞旗下高端品牌EXEED星途
LX、雷克萨斯新RX和RX 450hL加长版、广

汽丰田首款电动车iA5、比亚迪王朝系列全新
秦EV版和燃油版、SWM斯威G05、启辰品牌
首款纯电动汽车等。

豪华品牌和SUV方面，在本届成都车展首
次亮相的有梅赛德斯-奔驰首款国产纯电豪华
中型SUV 全新EQC、全新捷豹XEL、2020版路
虎揽胜运动版、东风雷诺首款纯电动车型雷诺e
诺、长城哈弗F7 2020款等。

造车新势力方面，本届成都车展在5号馆
第一次专设新能源馆，蔚来、威马、小鹏、前
途、爱驰、天际、赛力斯等造车新势力均有各
自展台。而其他各馆也有很多新能源车随品
牌发布会一同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厦 摄影 王勤

多款重磅新车上市

今年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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