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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Honda今年迎来了成立
十周年的里程碑。十年来的辛勤
耕耘，不仅造就了优异的市场表
现，也收获了广大车主的赞誉，
其中以城市SUV开创者和引领
者姿态出现在世人眼中的CR-V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过硬的品
质成就了良好的市场口碑，也得
到了80万车主的忠诚追随。

“精品战略”是东风Honda独
步江湖的秘诀之一，精准的产品
定位和精益的产品品质可谓雌
雄双剑，在产品规划上从来不追
求一味地做大，而是精心做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CR-V以高标
准、高姿态进入市场，并成为经
久不衰的经典王牌。

外观时尚一直是CR-V的标
签之一，时尚大气的外观，采用
了更加符合时代气息的镀铬饰
条，回锋式C柱和尾灯设计彰显
了其时尚感和前瞻性。内饰上，V

型的中控台设计感突出，前排的
空间自由度充裕，大理石纹饰
板、3D数字化多层次显示仪表台
等组合抢人眼球，可以说，源于
用户体验的前沿理念和精致做
工，造就了CR-V堪称经典的时
尚风格。

动力和驾趣也是CR-V值得
称道的卖点，CR-V搭载了经过
全新调校的本田i-VTEC可变气
门正时和升程的发动机，共有
2 . 0L和2 . 4L两种排量可选。秉承
良好的节能基因，CR-V与同级
车型相比拥有更强的动力以及
更低的油耗。其2 . 0L车型拥有

1 1 4 kw的最大功率和仅为 8—
8 . 2L的百公里综合油耗。而搭载
2 . 4L发动机的车型则拥有惊人
的140kw最大功率和9L的百公里
油耗。不得不提的是创新领先的
ECON智能化绿色节能辅助系
统，通过对驾驶模式的控制，在
降低油耗的同时充分保证了用
户的驾驶乐趣。

先进的制造工艺和“精品战
略”的杰出理念为东风Honda铺
垫了成功之路，也造就了CR-V

堪称标杆的优异品质，SUV王者
实至名归。

如果说“精品战略”造就的
产品品质是CR-V成功的基础，
那么精益求精的售后服务体系
则是CR-V取得消费者信赖的
诱因。从最初售后服务部的成
立，到531工程、三大服务产品、
持续系统的用品、精品开发，再
到连续七年举办全国售后技能
竞赛，都体现了东风Honda在售
后服务领域的坚持和投入。自
2010年起，东风Honda连续三年
在中国售后服务满意度指数研
究报告中位列三甲，优异的成绩
代表了百万车主对东风Honda的
高度认可。

2013年3月15日，东风Honda

在全国发布全新售后服务品牌
“实质的信赖”，包括热情的关
爱、快速的应对、确切的保障、实
在的价格、真诚的回应五大实质
的承诺。这不仅仅是东风Honda

在售后服务领域的一次全新尝
试，更体现了东风Honda多年来
对售后服务体系的不断改善和
创新。

十年造就辉煌

CR-V体现优选价值

首付仅18 . 84万
路虎揽胜极光开回家

据了解，青岛捷路汽
车销售推出新的购车金
融方案，现购任一款2013

版揽胜皆享“0”利率金融
方案，只需30%低首付，两
年内月供免息，即可购得
爱车。

全新路虎揽胜运动
版都延续了极光的设计
元素，GerryMcGovern让
全新一代揽胜运动版展
现了前所未有的形态，这
位一手将路虎设计推入
全新境界的路虎全球设
计总监兼首席创意官意
图延续由揽胜极光开创
的全新路虎设计风格，与
全新一代揽胜、揽胜极光
一样，揽胜运动版成为了
路虎产品革新进程中第

三个重要的产品。其在忠
于强劲的英伦品牌形象
的同时，更将超凡设计注
入了心脏。

在内饰方面，揽胜运
动版拥有品质极佳的崭
新内饰和宽敞的驾驶舱，
让每一位乘客都倍感舒
适。采用人体工程学设计
的中控台和控制装置，带
来极佳驾驶体验，内饰氛
围灯在夜间营造出高端、
令人倍受尊崇的氛围。

全新一代揽胜运动
版传承自路虎揽胜基因
的标志性设计——— 蚌壳
式引擎盖，悬浮式车顶经
过大胆进化，气韵流畅，
极富表现力，与全新一代
揽胜及揽胜极光一起，组

成了全新的揽胜家族。同
时，它还有流畅明快的线
条、大胆全新的动感轮拱
廓线、犀利的前挡风玻璃
角度、向后倾斜的格栅和
更具雕刻风格的边角，凸

显自信、强劲与硬朗的运
动特征，前后LED灯流畅
得融入车身肩部，呈现出
最新揽胜家族所独有的
锥形光刀片图案轮廓。详
情咨询青岛捷路。

第九代雅阁即将袭来

现款雅阁迎来最佳入手期

第九代雅阁曝光，9月上市
自2008年第八代雅阁推出至

今已有超过五年的时间，按照广汽
本田对雅阁五年一换代的规律，今
年应该迎来该车的全新换代。笔
者从最新一期发布的新车目录中
敏锐地发现了第九代雅阁的身
影，全新雅阁的造型申报图也随
之曝光。第九代雅阁混合动力版、
北美版和疑似国产版车型在前脸
设计上略有区别。国产版动力组

成预计将会搭载海外版车型所搭
载的环保性能的新一代动力总成
技术———“Earth Dreams Tech-
nology(地球梦科技)”。全新2 . 4L汽
油发动机采用了Honda独创的 i-
VTEC技术和直喷系统，同时，提
高了CVT的传动效率，降低了摩
擦，在提升燃油经济性的同时，实
现了极高的反应灵敏度。通过这些
新技术，可以获得同级别最高的燃

油经济性和远超越以往车型的动
力性能与灵敏反应，兼顾了环保和
驾驶乐趣。新款2 . 4L汽油发动机被
权威汽车杂志《W a r d’s A u t o
world》选入年度十佳发动机。这套

动力系统将在今年9月上市的第九
代雅阁上搭载使用。

笔者多方了解到，作为主导广
汽本田今年二次腾飞的一款重量
级车型，第九代雅阁预计9月上市。

现款雅阁掀起热销小高潮
在第九代雅阁即将入市前夕，

现款第八代雅阁由于即将被垂直
换代，市场优惠幅度大，销售火爆。
第八代雅阁在五年间推出了几次
小改款，在售的现款是2012年9月
推出一款小改版车型，这也是现款
雅阁的最后一次改款，这也是国内
中高级轿车中最后一个完成换代
改款的车型。

笔者走访了本地多家广汽本田

专营店，发现即便是工作日，到店看
车的消费者也是络绎不绝。销售员
告诉笔者，在第九代雅阁上市前夕，
现款雅阁在生命周期尾声掀起的热
销小高潮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动力表现强劲可靠。现款
雅阁的动力单元沿用了第八代雅阁
的2 . 0L/2 . 4L动力总成，变速箱也依
然五档自动，从油耗和经济性来说
和老款车型保持了一致。其中2 . 4L

车型最大功率为132千瓦，峰值扭矩
在4500转时可达到225牛米。

二是相比于竞争对手，现款雅
阁在保养方面更加贴心省心，享受
3年或10万公里的质保周期，新车
行驶5000公里左右到店享受免费
的首保。以后每5000公里要做一次
常规保养。小保养的价格仅在300

元左右，只需要更换机油和机滤；
大保养的价格也只需要500元左

右，更换机油和三滤。
三是大气外观，丰富配置，以

及极强的价格竞争力。最受车主认
可的是雅阁大气时尚的外观及不
错的空间表现，其内饰设计偏向家
居化且不乏科技感，非常符合国人
购车口味。近期雅阁2 . 0L及2 . 4L部
分版本车型现金优惠2万到4万元
不等，相比竞争对手车型的性价比
尤为突出。

笔者观点：

北汽威旺306超值版用车体验
近几年来，汽车行业

口碑营销成了影响消费
者购车的一把金钥匙，尤
其微车行业老用户转介
绍率非常高。记者通过调
研发现微车新晋品牌北
汽威旺上市两年已经累
计用户近十万，那么北汽
威旺缘何取得如此好的
市场成绩呢？记者采访了
北汽威旺306超值版用户
国先生。

国先生45岁，是一家

社区超市的老板，随着
近几年超市的经营规模
逐步扩大，需要用车搬
运 货 物 的 情 况 越 来 越
多，之前的小面包车显
然不够用了。这让国先
生产生了想置换新车的
打算。经隔壁水果店老
板的推荐，国先生知道
了北汽威旺品牌。在选
择车型时，国先生考虑
到买车首先是负责运送
货物，所以车内空间的

大小，是国先生比较看
重的一个方面。

“4030mm的超长车
身肯定能在空间上装更
多的货物。”国先生表示，
北汽威旺这款新车虽然
在知名度上还不如其他
微车品牌，但是隔壁水果
店老板也在开这辆车，平
时看他装卸货物，觉得这
车很能装，选择威旺应该
错不了。

国先生介绍说：“威

旺敢于在行业内率先承
诺“三包”，这足以表明厂
家对于本身产品质量很
有信心。在服务上，北汽
威旺真的是站在了消费
者角度，主动为消费者提
供更多保障。我了解到北
汽威旺的用户有15%-20%

都是老客户介绍的，我觉
得肯定是产品好、服务
好，才会有那么多的人将
北汽威旺介绍给自己的
亲朋好友购买。”

近年来，在豪华车价格下
探以及中级车产品规格不断
升级的情况下，中高级车逐渐
成为国内汽车市场竞争最激
烈的领域。中高级车的品牌价
值、产品品质、售后服务都兼
而有之，买一辆性价比高的中
高级车还是十分划算的。伴随
着全新天籁、新蒙迪欧、第9代
雅阁、新索纳塔八等重量级车
型已经或即将上市，中高级车
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白热化
局面，雅阁就是凯美瑞和天籁
眼中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但随着消费者购车心理日
趋理性，价格战已经不能带来令
经销商满意的销售额。车的质量
和品牌体验越来越重要。消费者
在购车时更看重产品的整体价
值，即驾乘体验、油耗、性能等多
方面的综合感受，不再单一地考
虑价格。汽车企业现在已经更注
重强调车辆操控性能，完善售后
服务，当然，让利优惠措施也在
继续延续，毕竟，让消费者享实
惠始终是最主要的。

在全新的第九代雅阁到来
之前，现款雅阁正式凭借更动感
的造型、更丰富的配置、更具燃
油经济性的表现，以及售后服
务、价格让利方面的优惠措施，
获取生命周期最后的爆发。可以
预见，第九代雅阁有望延续前几
款车型的优异表现，再次掀起中
高级车市的格局震荡。

中高级车，经典大气，宜家宜商，深得国人的喜爱。故一直
以来就有“得中高级车得天下”之说。雅阁，曾是中国中高级车
市的代名词。自1999年进入中国以来，迄今已经累计销量将近
150万辆，创下中高级汽车市场的神话。5年前，广汽本田第八
代雅阁以“史上最强雅阁”口号入市，在动力、空间、服务、口碑
等方面均有出色表现，商用、家用兼顾。近日记者从市场走访
打探到好消息：目前可能是购买该款的最佳时期，因为随着两
个月后第九代雅阁正式上市，现款第八代已处于生命周期的
尾巴，市场优惠大，性价比极高，值得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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