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璟瑶 整理

关键词：

车市“逆势”增长

背景：汽车业2013年实现超
过2100万辆的销量目标，无疑已
经是板上钉钉的了。销量总体走
高的同时，汽车单价却在走低，
各个车系均在卯足劲争夺市场份
额，德系无疑成为日系市场份额
下滑最大的受益者。同样在奔跑
中的自主品牌，速度稍微慢了
些。

点评：中国车市的逆势上
扬，毋容置疑的是刚需在中间起
到了重要作用，但对于各大汽车
厂商来说，这块蛋糕已经越来越
难吃到了，竞争越来越激烈。这
种激烈最直观的表象就是汽车价
格的下降。无论是进口车还是国
产车，价格均在走低，部分经销
商的效益较差，有的为了冲销量
牺牲了利润。

关键词：

史上最严“新交规”

背景：2013年第一天，被称
为“史上最严交规”的《机动车
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
部令第123号)正式实施，规定对
闯红灯、遮挡车牌、酒后驾驶、
超载等行为的处罚更加严厉；对
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不系安全
带、抽烟、打电话等行为细节有
了更明确的处罚规定。

点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交通事故与私家车保有量可
谓“比翼双飞”，“史上最严交规”
的施行让违规者受到处罚，让违
法者更加刻骨铭心，虽然说是“最
严”但也可以说是“最松”，驾驶员
们应当早日和违法违规“分手”，
才能真正“潇洒走一回”。

关键词：

“召回制度”双刃剑

背景：2013年1月1日，《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正式
开始实施。自2004年我国实施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以来，截至
今年11月30日，我国已累计实施
汽车召回660次，召回汽车共计
1302 . 5万辆。

近几年由于中国汽车召回体

系的日益成熟，召回数量逐年增
多，值得一提的是，此前极少实
施召回的自主品牌汽车公司也进
入了主动召回行列。

点评：事故、缺陷、召回有
如品牌形象的孪生子，当召回范
围、事态严重程度无法客观忽略
的时候，如何掌握好处理的时机
以及召回态度，犹裁决之双刃剑，
得宜便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
表现，失宜则恶劣影响不断。

关键词：

新政聚焦“新能源”

背景：9月17日，工信部网
站公布了四部委联合下发的《关
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工作的通知》，明确了具体补贴
标准和额度。

11月底第一批28个新能源汽
车推广应用城市或名单出炉，各试
点城市和区域正在制定各自的推
广方案。未来三年，各地将推广超
过30万辆——— 新能源汽车无疑已
经行至市场化前夜的最后阶段。

明年1月8日至10日，2013全
球新能源汽车大会在海南海口市
召开。

点评：新一轮新能源汽车推
广应用补贴政策正式出台，这支
业 界 普 遍 认 为 的 “ 政 策 强 心
剂”，能否带来产业的春天，让
新能源汽车真正走入百姓家，还
有待市场检验。

关键词：

汽车新三包政策

背景：10月1日国家质检总
局正式宣布施行《家用汽车产品
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简称

《汽车三包规定》)。三包政策中对
汽车生产者、销售者以及修理者
三方的义务均作了明确规定。

点评：汽车“三包”的实施
整体上是利好的。对于消费者来
说，自己的维权可以找到法律依
据。对于汽车厂商来说，“三
包”则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同时，法律的规范对汽车市
场的正常运行也是一大利好。

关键词：

“公车改革”冲击传统市场

背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规定“取消一般公务用
车”，对于必要的执法执勤、机
要通信、应急和特种专业技术用
车及按规定配备的其它车辆，今
后还将保留。

点评：我国公务车数量并没
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按照规定公
务车8年更新，每年更新量大约
是5 0万辆。取消一般公务车之
后，公车采购规模可能每年削减
3 0万辆，占乘用车市场总量的
2%，总体影响不会太大，一些大
型的国营自主品牌会受到一定冲
击。但今年6月份，外交部长王
毅开始使用国产红旗轿车的消息
发布后，引起了巨大反响，被业
内解读为公车采购转向支持自主
品牌的积极信号。

关键词：

三四线市场

背景：随着各个一线城市不
断出台并调整限购政策与市场的
逐步饱满，这些城市的车市销量
逐渐呈现出一种稳定微增的态
势，这也迫使越来越多的品牌和
经销商将重点放在了二三线甚至
是三四线城市的市场。大家期望
通过这种手段来弥补在一线城市

损失的份额。
点评：中汽协统计数据显

示，三四线城市在国内新车市场
中所占的份额从前年的26 . 7%上
升到去年的30%，一线城市的份
额从前年的 3 5 . 7 %降到去年的
30 . 8%。各大汽车品牌也在加快
渠道下沉速度，三四级城市占的
市场份额越来越重，正在成为中
国汽车营销的主战场。

关键词：

进口车国产

背景：从今年年初开始，进
口豪华车在国内销量下滑、价格
跳水的声音不绝于耳。数据显
示，今年第一季度，曾经风光无
限的豪华品牌增速出现大幅下
滑，由去年的20%滑落至10%左
右。然而这并没有挡住各大豪华
品牌在华扩张的步伐，奥迪、讴
歌、凯迪拉克，以及沃尔沃、雷
克萨斯、林肯等多个品牌相继加
入“国产”的行列。一时间，国
内车市迅速掀起一股“进口转国
产”的热潮。奥迪Q3、北京现代
全新胜达、东风标致3008等国产
化车型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点评：之所以各大厂商纷纷

开始迈开“进口车国产化”的步
伐，是因为进口车在进入国内后
加上税费后售价要比其海外售价
高出不少，根据车型不同其差价
在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有些
豪华车型差价甚至超过1倍。其
二就是定位于“全球市场”的国
际品牌，此时往往都会采取“在
哪里销售在哪里生产”的属地化
原则。如若在当地投产，也将意
味着当地市场的反应会更快，成
本将更低，市场份额也会提高。

关键词：

“限行限购”是与非

背景：12月15日晚，天津市政
府宣布对机动车实施限行、限购
政策。今年以来先后在北京、上
海、贵阳、广州开始探讨汽车的限
行限购政策，对此次限购，天津市
给出的理由是控量、防堵、治霾。

点评：限购、限行城市的治
堵效果和防污染效果存疑的同
时，“被”采取限行、限停、提高停
车收费、新增牌照额度控制的车
主、准车主们心中却“堵”了。看
来，要疏通车辆行驶的大道，还要
多听听群众的意见，多疏通群众
的心路。

11月21日，新世代天籁·公爵
在广州国际车展隆重上市。车展现
场，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正式宣
布黄晓明成为天籁品牌代言人。

除此之外，由陈可辛执导、黄
晓明担当主演的《宽·容世界》
微电影，也在车展进行了全球首
映。在微电影中，通过男主角黄
晓明和合伙人之间的创业故事，
新世代天籁·公爵的品牌核心内
涵“宽·容世界”被展现的淋漓
尽致。

究竟新世代天籁·公爵有什么
特别之处，让我们用几个数字，去解
码新世代天籁·公爵到底有多“宽”。

750mm——— 贵宾厅级宽大空间

750mm超大后排乘坐空间是
什么概念？如果你身高183mm，
又希望拥有一台能在后排舒展身
体的座驾，那么新世代天籁·公

爵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
新 世 代 天 籁·公 爵 拥 有

2900mm的同级最长轴距以及5米
的超长车身，带来媲美豪华车的
750mm后排膝部空间，后排乘坐
空间如豪华会客厅般宽大，乘客
可以轻松舒展双腿，最大限度带
来优越的后排舒适享受，表现媲
美部分主打舒适的豪华车型。新
世代天籁·公爵绝对可以超越你
对中高级车后排空间的想象。

1st——— 头等舱式宽适乘坐

1st，代表新世代天籁·公爵拥
有的航空头等舱式乘坐系统和

“净空间”三区独立空调，共同为
车内驾乘人员营造出宽适健康的
乘坐环境，带给后排乘客超越飞
机头等舱空间的尊贵感受。

航空头等舱式乘坐系统由同
级独有的Ottoman副驾驶席航空

头等舱式座椅(带电动腿托)、同
级唯一的后排超大型航空头枕、
座椅附带空调加热、通风功能、
后排独立控制系统组成。配合零
重力健康姿态座椅，将驾乘者的
腿部、臀部、背部、颈部很好地
包裹起来，压力平均地分配到每
一寸与人体接触的座椅上，让人
倍感舒适。

13×3——— 私人影院级宽豪享受

13×3=乐趣无限。对于中高
级车而言，除了需要驾驶者开得
爽，也要乘客坐得欢乐！新世代
天籁·公爵拥有13扬声器Bose
5 . 1顶级豪华音响系统、3屏独立
显示高级视听娱乐系统，配合加
强型全维超静音车体，为驾乘者
打造私人影院级视听享受。

如果新世代天籁上的11扬声
器Bose音响系统还不足以满足你
对音乐的苛刻追求，那么就请体
验一下新世代天籁·公爵的13
扬声器Bose 5 . 1顶级豪华音响
系统吧。其拥有同级领先的13
扬声器，独享6大音效模式，通
过恰到好处的扬声器布局，令车
内每一位乘客都能置身于音场正
中心，带来近乎完美的听觉享
受。

40%UP——— 傲视顶级宽广视野

40%，代表新世代天籁·公爵
全系标配同级最大的EYE MAX超
大全景天窗，天窗面积超越竞品
40%，为乘客提供顶级的宽广视角
享受，提升空间感和视野感。其采用
了高透光防紫外线玻璃、更静谧的
双重构造以及高强度天窗框架，保
证客户拥有更开阔的视野之余，有
不失宁静与安全，令人倍感尊贵。

4个简单的数字，清晰地说出
了新世代天籁·公爵“宽以待人”
的强大产品力。凭借超长轴距和
豪华舒适配置，新世代天籁·公爵
必将引领中高级车市的“L”化风
潮。此外，随着新世代天籁·公爵
的上市，其与新世代天籁一起将
形成天籁品牌“两强同堂”的车型
矩阵，助力东风日产开创中高级
车市的新时代。 (陆小虎)

数数字字告告诉诉你你，，新新世世代代天天籁籁··公公爵爵有有多多““宽宽””

年终临近，回望整个2013汽车行业，表现颇有些“意外”：当国内整体经济发展放缓、多个行业受到影响的同时，汽车行业
却在“逆势”继续往上走。伴随汽车行业发展而来的是，限购限行、史上最严“新交规”、汽车新“三包”政策的出台台，但这些
似乎也无法阻挡老百姓高涨的购车需求，随着一二线市场的饱和，三四线市场正在成为中国汽车营销的主战场。本期就就让我们一
起来回顾一下2013车市的精彩关键词。

图为2013齐鲁春季车展购车火爆现场

C2111-C26


	C2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