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北京现代推出的“悦享出行”服务
大家还比较陌生，您能介绍一下吗？

车宇准：“悦享出行”是北京现代专门针对中国消费群
体打造的用车服务，具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悦享出行”采
用在线订阅模式；其次，提供管家式的客户服务和专业化的
车辆维护团队；再则，它的使用期限比较灵活，提供的时间
是7天、15天、30天；最后，“悦享出行”包括了我们最新的热
销车辆菲斯塔、昂希诺钢铁侠版、第四代胜达等。消费者可
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车型和使用时长以便满足通勤代步、
商务接待、旅行出游等多种出行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近期昂希诺钢铁侠版在上海Chi-
naJoy正式亮相，并携手阿里巴巴淘宝众筹平台开创新营销
方式，当时你们是怎么想到要这样做的？

车宇准：昂希诺钢铁侠版针对的客群是漫威的粉丝，尤
其是喜欢钢铁侠的这些年轻群体。怎样才能让更多的群体
了解这款车？于是我们想到了与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企
业合作。这款车型全球限量7000台，中国今年限量投放999
台，我们并不是想单纯地在线上大量销售这款车型，而是借
助阿里众筹的方式，探索新的销售模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厦

专访北专访北京现代品牌传播室室长车宇准京现代品牌传播室室长车宇准：：

将面向中国消费者推出
在线订阅式用车服务

9 月 5 日成都国际车
展北京现代展台发布会后
不久，我们与北京现代品
牌传播室室长车宇准进行
了面对面的访谈。他向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
示，北京现代将推出针对
中国市场的在线订阅式用
车服务，并与阿里巴巴等
电商公司合作，尝试销售
模式创新。

责编 戈萍 邓正彤 美编 帅健宏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EQC纯电SUV
用奔驰的标准定义电动出行

专访北京梅赛德斯-奔驰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张焱

拥有百余年品牌积淀和造
车经验的奔驰，在中国市场发
力电动化。相信奔驰的到来一
定会再次为行业带来革新与
进步。

同时，今年前8个月，梅赛

德斯-奔驰的国产化策略得到
进一步深入，国产车型为整体
销量贡献3/4份额；而国产EQC
的上市，也进一步彰显了奔驰
立足中国市场，继续深化本土
合作的决心。

全新EQC纯电SUV是一款100%的纯电动
车型，在NEDC综合工况标准严苛测试下，续
航里程达415公里。此外，专属的新型副车架，
还可对车辆前侧电机提供更完善的结构性保
护，进一步提升行驶的稳定性与安全感。

作为奔驰进入电动时代的里程碑产品，全
新EQC纯电SUV将在哪些方面体现奔驰品牌
的特点呢？

“这次发布会我们提到奔驰用心定义新电
动出行，全新EQC纯电SUV承载了汽车发明者
百年的品牌积淀和造车工艺，以及一以贯之的
安全性。正如大家看到的，它采用了‘先锋豪
华’的设计语言，是注入奔驰最尖端的智能科
技打造的一款车。”

张焱告诉我们，作为一台100%的奔驰，全
新EQC纯电SUV严格按照奔驰全球统一制造
标准生产，进行了严苛的试验和道路测试。为了
让EQC“千锤百炼”，有超过200辆原型车在全球
范围内进行了总里程超过450万公里的综合测
试，在中国超过25万公里的严苛道路测试中，选
择在新疆吐鲁番、黑龙江漠河等极端环境下测
试电池性能、驾驶安全，以确保车辆的各项指标
都最大程度保证驾乘人员的安全“奔驰对于安
全标准的坚持，不会区分电动车和非电动车。”

众所周知，一些新势力造车
品牌出于对电动车的特性考虑，
采用了不同于传统汽车经销商
的销售模式。那对于即将到来的
EQC，奔驰又是怎样规划的呢？

“针对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QC纯电SUV的网络开发和服
务体系开发的初衷是要保证客
户在拿到车之后，能够享受很
好的服务，这是我们的首要原
则。”鉴于此，奔驰在体系里面
为EQC甄选了第一批19个城市
的59家奔驰经销商，以保证车
辆付之后，客户能够享受到奔驰
标准的服务。

他还透露说，接下来将于北
京和上海率先开设3家梅赛德
斯-奔驰EQ体验站，进一步扩
展客户和EQ品牌的触点，并进
行EQ品牌销售。同时，对电动车
感兴趣的客户还可通过梅赛德
斯-奔驰App了解EQ品牌在中
国的最新进展，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们在线上互动交流，参与EQ

玩家游戏提前体验电动之旅，以
及更多的线上与线下活动。

同时，对于电动车来说充电
是非常重要的话题，奔驰为全
新EQC纯电SUV量身定制了全
方位无忧用车体验，让电动出
行惬意舒心。MBUX智能人机
交互系统所配备的EV优化路
径规划功能，可以根据能耗、路
况和充电站使用情况等实时信
息优化导航路径。而全新“奔驰
充电”体系提供的“五星”服务
可以涵盖家用充电、公共充电、
品牌充电、应急充电、代客充电
等电动车出行的每一个使用场
景，通过线上线下的无缝衔接，
为客户打造无忧旅程。

“我们在前期做了大量的准
备，让全新EQC纯电SUV一旦推
出就能够达到客户服务的‘奔驰’
标准。”张焱总结说：“以上几个方
面综合起来，就是为了能让客户
体会到这是一款100%的电动
车、100%的奔驰和100%豪华。”

2019年8月，梅赛德斯-奔驰及
smart品牌向中国客户交付60，793
台新车，实现了11%的双位数增长；
1-8月，梅赛德斯-奔驰及smart品牌
共在华交付470，890台新车，同比增
长3%。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除
了产品、营销的全面发力，也与经销
商网络的健康发展密不可分。

张焱认为，奔驰现有的600多家
经销商店是做品牌传播和提供卓越
客户体验的重要窗口。“多年来，无
论是对产品的交付、服务的提供还
是客户的体验，都是通过强大的经
销商体系来完成的。”

对奔驰来说，经过几年的发
展，奔驰网络的发展能够覆盖足
够多的城市。因此，“现在要去做
的就拾遗补缺，在客户真正需要、
我们却还没有到达的地方发力，
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去补充我
们的网点和服务。”

奔驰经销商网点的设置，和别
的品牌不一样，根据不同的市场需
求、客户服务需求有大概6种形式，
包括4S店、城市展厅、便捷服务中

心，AMG中心和二手车专业展厅，
还有以EQC销售城市为主的梅赛德
斯-奔驰EQ体验站。所以张焱提到
的“拾遗补缺”，将采用优化网点覆
盖，提供专业的功能，为客户提供更
加便利的服务，让客户更满意的同
时，也提升整个经销商体系的质量。

在当今时代，客户体验非常重
要，而数字化手段是增强客户体验
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对奔驰而言，
搭建实体经销商网络的同时，利用
好数字化技术发展线上平台触点，
更有利于品牌和经销商共同学习客
户、理解客户并最终服务好客户。

“智慧网络是我们为经销商体
系提出的一个未来发展方向，以不
断了解、满足甚至超越客户期待为
目标，其精髓是‘人心’。”基于对此
的认知，奔驰已经开始的“经销商
2020网络升级计划”，就是通过对自
身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增进经销商
与数字化的强关联，从而打造出真
正把客户服务落到实处、为客户用
车提供无忧服务、赢得客户信赖与
信心的智慧网络。

9月5日开幕的
2019成都国际车展
上，全新梅赛德斯-
奔 驰 EQC 400
4MATIC 纯电 SUV
创世代1886限量版
惊艳首秀，并携手
EQC 400 4MAT-
IC车型正式开放预
订，两款车将于11月
正式交付中国客户，
这也宣告了奔驰正
加速进入电动出行
时代。

奔驰作为汽车发
明者，在过去的133
年取得了辉煌的成
绩，也一直是行业的
标杆，在电动出行时
代，奔驰通过全新
EQC纯电SUV会为
行业带来哪些变革与
进步呢？在成都车展
现场，我们专访了北
京梅赛德斯-奔驰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高级
执行副总裁张焱，听
他为我们带来对电动
奔驰的解读。

100%电动，亦是100%奔驰

后
记

智慧网络数字时代的
经销商网络发展之路

电动出行时代的“奔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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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
乘 联 会 发 布
2019年8月份
全国乘用车产
销数据。8月全
国乘用车市场
零 售 156.4 万
台，同比下降
9.9%，环比增
加5.4%。今年
1~8月狭义乘
用车零售下降
8.9%。同时，多
家车企公布了
最近的8月销
量，从销售数
据上看，下半
年的车市情况
仍不容客观。

从去年到今年，国内汽车消费市场一直比较平淡。今年销量目前完成情况
等话题，也成为此次成都车展各场专访中几乎必问的问题。

各大车企如何应对当下略显沉闷的市场环境？今年的销售目标能完成吗？
来看看老总们怎么说。

各大车企探索销售新模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今年汽车消费市场表现不佳，仍存
在下行压力，而东风启辰在 7 月份的市场占有率却有所上
升。东风启辰采取了哪些策略来应对这一市场环境？另外，对
于新能源车的里程焦虑，启辰有没有应对措施？

马磊：确实，去年、今年以来，汽车市场上每个主机厂商
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整体市场结构的调整也让我们看到了
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思考如何去布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把终端的能力建起来。所以从今年初开始，东风启辰
坚持城市营销的支持，现在逐渐展现出一些效果。我们把落
地性的激励方案做完善，增强经销商的一个过客能力，特别
是在线下和消费者的接触，激发品牌及产品与客户的触点，
鼓励更多的经销商，强化走出去的路线。换句话说就是，原来
可能是等鱼吃（市场非常好的时候），现在要学会捕鱼吃，将
来还要学会养鱼吃。

对于新能源车里程焦虑的问题，目前启辰新能源车续航
已经做到481km，可以满足日常需求。在启辰的车载平台上
面也能查到充电地点、充多少电、充多长时间等信息。启辰的
公用充电桩接通率也很高。所以，随着续航能力的提升，以及
充电设施未来不断完善，消费者的里程焦虑也将慢慢打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现
在中国汽车市场环境比较严
峻，长安马自达经销商的盈利
情况如何？

王金海：用“稳健”这两个
字来形容是最准确的。目前整
个长马经销商的盈利面在
70%以上，与过去整体的盈利
面相比并没有出现忽高忽低
的情况。我们在布局经销网络
之初，就制定了“少商家，多网
点”的布局战略，保证投资人
没有盲目扩张。多网点是为了

更方便快捷地服务客户。在4S、2S、1S模式的布局上，我们并不
追求极致的硬件设施，我们认为硬件合适就好，能够让客户感
觉到舒适，但软件是一丝一毫不能打折扣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爱妮

专访东风启专访东风启辰辰汽车公司总经理马磊汽车公司总经理马磊：：

现在捕鱼吃，
将来要学会养鱼吃

互联网+年轻化

东风启辰在成都国际
车展上共推出了两款车型，
一款是车展媒体日当天上
市的D60EV，另一款是在成
都首次展出的全新概念车
The V。此外，EV 新车启辰
e30 也亮相成都，并将于不
久后正式上市。在此次车展
上，东风启辰汽车公司总经
理马磊接受了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等全国多家媒体
的采访。

专访长安马自达市场销售副总裁兼销售专访长安马自达市场销售副总裁兼销售
分公司总经理及川尚人分公司总经理及川尚人、、销售分公司执销售分公司执
行副行副总经理王金海总经理王金海::

新车上市，
最后几个月会逆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本
次车展上，长安马自达带来了
最新的产品次世代Mazda3昂
克赛拉，开启了下一代产品的
序幕，它的上市对长马今年的
销量表现会有怎样的作用？

及川尚人：相比去年，因
为没有新产品推出，尤其马自
达 3 昂克赛拉老款车型进入
生命周期末期，坦率地讲，1～
8 月份销售并不是非常地乐
观。但从整体汽车市场以及长
安马自达自身来讲，这个销售

状态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并且我们早有准备。随着新产品的亮
相，我们相信在接下来的9、10、11月到年底之前，长安马自达的
销售整体会有逆转。今天我们开启了次世代马自达3昂克赛拉
这款车型的预售，还有长安马自达CX-8和第二代CX-5，我们
相信这三款产品在未来市场上都能够被客户喜爱和接受。

及川尚人

王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