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对北京现代来说，
是战果辉煌的一年，凭借超出
预期的86万辆销量，北京现代
重返行业第四的位置。

回顾北京现代2012年的销
售数据，刚刚上市的全新胜达成
绩引人注目：12月23日上市，两
周之内订单量达到7000台，对于
一款最低售价超过20万元的高
端车型来说，这个一炮而红的成
绩为北京现代产品布局的准确
度打下了高分，也为全新胜达在
2013年热销开了一个好局。

承上启下之作

对于北京现代而言，全新
胜达可以说是一款具备战略
意义的“承上启下”之作。它是
北京现代推出的第三款SUV
产品，早在2005年，北京现代第

一款SUV产品途胜就在国内
上市，积累了第一批SUV客
户，并获得不错的口碑；2010年
ix35的上市，则凭借时尚的外
形、丰富的配置，迅速跻身市
场TOP5行列，进一步提升了北
京现代在SUV领域的竞争力。

作为北京现代迄今为止
最豪华、最高端的车型，全新
胜达定位为“T动力全尺寸豪
华SUV”，整体设计强调“外
刚内柔”的合二为一，无论外
形、动力、配置都全面超越了
ix35，成为北京现代新的旗舰
产品。无论是市场还是北京
现代自身，都对这款“承上启
下”的战略产品寄予厚望。

7000辆背后的爆发力

去年12月23日上市的全

新胜达，上市两周时间就年
底收获7000辆的订单，这意
味着什么？对北京现代来说，
它代表着公司已经触到了更
高阶市场的强劲脉搏。

全新胜达将带领北京现
代进入全新的竞争领域。它
瞄准的是豪华城市SUV市
场，这一领域最主要的竞争

对手包括丰田汉兰达、上海
大众途观。从定价来看，这块
细分市场起价在2 0万元以
上，消费者支付能力更强，对
产品也更挑剔，要求产品在
品牌、配置、空间、动力等方
面 全 面 超 越 普 通 紧 凑 级
SUV。

因此，全新胜达7000辆

订单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款产品强劲的爆发潜力。
全新胜达的产品竞争力十分
明显，作为一款全尺寸SUV，
它在尺寸、配置方面完胜途
观，在动力系统、安全性方面
平分秋色；与汉兰达相比，两
者的尺寸、安全性难分高下，
而全新胜达在性价比、油耗
经济性、配置方面则胜出。有
了如此鲜明的产品竞争力，
全新胜达在2013年的表现绝
对值得期待。

开启未来新十年征程

回顾北京现代成立十年
来的成长道路，可谓战绩辉
煌：十年跨越4 0 0万辆里程
碑，先后建立三座工厂并初
步搭建百万产能体系，销量

跃居行业前列，带动韩系车
成为中国市场上举足轻重的
力量……

新十年，北京现代将着
重于品牌的升级和客户的升
级。在这一战略下，全新胜达
的上市更显得意义重大。在
巩固并扩大北京现代在SUV
领域市场份额的同时，全新
胜达还承担了提升企业品牌
的重任。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
楼”。一步一个台阶的北京现
代，通过全新胜达已经到达
更高一个层次的舞台，品牌
的较量成为重中之重。随着
新年钟声的敲响，北京现代

“以现代品牌服务现代客户”
的新十年已然启程。

（天骐）

近日，济南为缓解持续
多日的雾霾天气，推出“单双
号限行”措施。面对居高不下
的控制污染指数，“环保”、

“节能”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
热点。说到空气污染，人们首
先想到的就是汽车尾气排
放，而小排量、低油耗成为绿
色出行的先行举措，这正与
东风日产倡导的“汽·车公
民”理念一脉相承。
6 . 2L百公里油耗
骐达节能先行

骐达荣耀加冕“骐达百
万 销 量 王 ”称 号 ，得 益 于

“HR16DE发动机+CVT变速
器”的黄金组合，新骐达1 . 6
升CVT版更是为数不多享受
3000元国家节能补贴的同级

车型！
新骐达所搭载最新一代的

HR16DE发动机，使用了燃油双
喷射系统、双C-VTC系统等多
项最尖端技术，从动力输出的
那一刻就保证了燃油高效。

另 一 项 独 门 秘 器
XTRONIC-CVT无级变速系
统，拥有1000多种智能变速模
式，确保了汽车的“0时差加速，
0动力损失，0换挡冲击”，具有
“无可比拟的加速平顺性”和
“同级最好的燃油经济性”
骐达祈福版
新春送“四喜”

东风日产“新春大四喜”
活动火爆进行中，新骐达最
低9 . 73万元起，现金让利、保
险补贴，GTS版车型最高优

惠15000元！骐达祈福版同期
超值上市！新骐达分期购车
金融方案也在本月开始启
动，首付最低至20%，2 . 1万新
骐达就可开回家！

“喜从天降·腊八年货
会”活动本周六同城联动开
启，十余种年货大礼现场免
费任您抢，惊喜不断！更多优
惠及活动详情见东风日产各

专营店。
活动速递：

1月19日-20日，快乐新
年钜惠——— 东风日产银大友
二环南路店邀您共度！

1 .快乐新年购专场，来店
即送新年贺礼！

2 .全车系贺岁年货等您拿！
3 .五台贺岁版限量天籁

等您来抢购，先到先得！
4 .保有客户转介绍购车

成功可获200元会员积分及
尼桑原厂书包一个。
东风日产二环南路银大友店：
87580666

东风日产经十西路大友店：
88880000

东风日产经十东路龙腾店：
88882222

东风日产工业北路金大友店：
82798888

东风日产章丘大友明店：
83788888

东风日产省体育中心店：
82039888

东风日产工业南路店：
69927777

东风日产匡山汽车城店：
87111188

东风日产平阴翠屏街店：
87876655

东风日产济阳开元大街直营店：
81175808

东风日产商河钱隆汽车城直
营店：84800158

大友集团服务热线：
88886888

大友集团汽车租赁：13356656892

近日，小编试驾了比亚迪
S6劲悦版2 . 4LMT尊贵型，其
超越同级的空间、丰富的配置
和优异的操控性能给小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于一款城市 SUV来
说，外观和空间表现至关重
要。S6给人的第一眼印象颇
具眼缘，外形结合了众多国
际流行设计元素，简约而又
不失动感。进入S6内部，可以
更直观的感受到大尺寸带来
的空间优势。S6的后备箱容
积达到1084L，将后排座椅完
全放倒收起后，空间可拓展
至2400L，储物能力突出，不
仅可以应付家庭外出自驾游
的需求，就连小型搬家都没有
问题。

比亚迪汽车在业内一直
以配置丰富而著称，S6劲悦版
更是智能用车的典范。在安
全性配置方面，拥有全方位
安全气囊组合、彩色显距倒

车影像监视系统、右前轮盲
区可视、全方位倒车雷达、语
音电子导航、HPS液压助力
转向、定速巡航、中文8方向
显示电子防眩目内后视镜、
高位多功能显示屏等诸多配
置，坐在驾驶座位上，周边驾
驶环境一目了然。在娱乐和
舒适驾驶配置方面S6劲悦版
也丝毫没有怠慢，搭载的豪
华电子配置远超越同级别车
型，全球首创的智能手表钥
匙是S6劲悦版的最大亮点。

此次试驾的比亚迪S6劲
悦版搭载的是BYD488QA+

6MT全新动力组

合 。在 试 驾 过 程

中 ，这 套 动 力 组

合也给小编留下

了 良 好 印 象 。
2 . 4L发动机动力

非 常 充 沛 ，即 使

在长长的缓坡上

行驶依然可以感

觉到持续不断的强劲动力

输出。而且，BYD488QA发

动机配备的是6MT变速器，

比普通的5挡手动变速器高

出一档，各挡承接更紧凑，

不仅增加了换挡的平顺性，

提高了车辆的操控感，更做

到了较低油耗和充沛动力

输出的平衡。不论是高速驾

驶还是加速超车，都显得游

刃有余。据悉，S 6劲悦版还
是自主品牌MT车型里第一
款使用双质量飞轮的车型，
提高整车舒适性的同时，也
实现了降噪和减震。 (振宁)

喜迎蛇年，东风风神在全
国范围展开史无前例的“金蛇
献礼 喜迎新春”钜惠促销活
动。元旦起至2月28日，凡购买
东风风神任一车型，均可享受

“低首付、低利率、低手续费”
金融优惠政策，并获赠价值
8888元的迎春大礼包。

东风风神的“首付15800
东风风神开回家”金融政策深
入人心。蛇年将近，东风风神
推出“年终奖做首付 东风风
神开回家”促销活动，将“低首
付、低利率、低手续费”购车金
融优惠进行到底。从1月1日起
到2月底，购买东风风神任一

车型，均可参加该金融优惠政
策 。购 买 S 3 0 、H 3 0 、
H30CROSS首付仅需15800
元，全新“幸福座驾”A60首付
19800元即可享有，全系车型
首年免息半年。

东风风神还为消费者准
备了蛇年大礼。购买东风风神
任一车型，即可获赠价值8888
元的迎春大礼包，其中含价值
4688元多媒体导航系统、价值
800元冬季座椅套、LED迎宾
踏板等升级配置。

东风风神S30系列车型以
“好型、好大、好劲、好省、好值”
的产品魅力备受海内外消费者

青睐。明星车型H30 CROSS时
尚外观、大空间、高通过性的优
势，是细分市场销量、增幅“双冠
王”。今年全新上市的“幸福座驾

“A60，拥有超大空间、超低油耗、
超多配置、超强安全、超级好开”
五超“优势，并提供2 .0L和1 .6L
两种排量8款车型选择，售价仅
为8.68万-13.98万元。

东风风神的服务也以“满
意到家“颇受好评。目前全国
共有销售网点340家，服务半
径在80公里以内，对于以上年
终促销信息及东风风神车型
具体信息，各地消费者可就近
咨询当地经销商。 (田华)

全新胜达两周定单超7000辆

智能先锋
深度试驾S6劲悦版2 . 4L MT尊贵型

金蛇献礼 喜迎新春

东风风神岁末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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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销量王”骐达 倡议绿色出行
——— 东风日产“新春大四喜·腊八年货会”周六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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