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V市场的蓬勃之势，
让众多车企为之侧目，各种
新品纷至沓来。而近期关于
东 风 日 产 即 将 导 入
MURANO的消息受到了消
费者的高度关注。

日前，笔者从消息人士
处获悉最新消息，MURANO
不仅确定国产，同时其上市
时间预计将在下半年。这款
曾在北美、欧洲和日本市场
取得辉煌业绩的车型，不仅
将作为东风日产的旗舰车型
销售，同时肩负扩大高端
S U V 市 场 份 额 、提 升
NISSAN品牌的重任。

扛鼎日产复兴大任

闪亮全球屡获殊荣

诞生于日产复兴计划时
期的MURANO，是日产投入
28 . 39亿元美金倾力打造的
颠覆之作。自上市之初，
MURANO就在全球备受追
崇，在北美一年销量近10万
辆。之后MURANO在日本本
土和欧洲市场同样一路辉

煌，目前全球销量已突破百
万，是全球少数销量突破百
万的高端SUV车型，是日产
全球复兴的一大功臣。

MURANO诞生之后，以
突破性的创新精神，开创性
的造型设计和领先动力，融
合了轿跑车舒适性与SUV
强韧力量，影响了之后众多
世界级豪华SUV的设计趋
向。

不仅如此，MURANO在
上市后获得的荣誉奖项不计
其数，包括北美年度越野车、
J.D. Power and Associates最
具吸引力的中型SUV、太平
洋区汽车评鉴(VSS)特殊成
就奖、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局(NHTSA)撞击测试五
颗星最高评价等，并一度与
雷克萨斯、宝马等品牌SUV
同台竞技，成为全球豪华
SUV市场的闪耀明星。

领军东风日产高端战略

提升NISSAN品牌形象

在东风日产的SUV布

局中，月销破万的SUV双杰
奇骏、逍客已经形成并驾齐
驱，稳居中型SUV市场前
列。而MURANO的导入，不
仅很好地弥补东风日产在中
大型SUV市场上的空白，成
为抢占高端豪华SUV市场
的悍将，同时也使东风日产
形成国内市场汽车厂商最强
大的SUV阵容，巩固了东风
日产在SUV——— 这个增长
最迅猛市场区隔的领先地
位。

目前，东风日产整个产
品布局已经形成了“高端领
军、中部崛起、小车爆发”的
三位一体、全面开花态势。导
入 更 为 豪 华 、高 端 的
MURANO，不仅将进一步优
化东风日产的产品布局，增
强高端市场竞争力，更将成
为东风日产豪华全明星阵容
的又一生力军与领头羊。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MURANO产品本身所彰显
的豪华、高端形象，将有效提
升和扩大NISSAN品牌的公
众认知和认可度，形成强大
的品牌竞争力，从而进一步
提升东风日产其它产品的市
场竞争力。MURANO对于全
车系矩阵间的内在促进，更
将成为东风日产攻城略地的
强大驱动力。

作为日产旗下一款定位
高 端 的S U V 车 型 ，虽 然
MURANO的关注度非常高，
但是市场预期目前还无法判
断。不过，业内人士认为，在豪
华SUV阵营中，日系SUV到了
打 响 反 击 战 的 时 候 ，
MURANO的国产肯定会对现
有SUV市场形成冲击。（致远）

一周之内，车企四大高
管换职：5月17日，北汽股
份副总裁张欣被曝转投川汽
门下；5月18日，北汽控股
总经理汪大总换岗，同一
天，上汽集团质量与经济运
行部执行总监孙晓东跳槽
PSA亚洲总部得到证实；5
月19日，上汽乘用车公司海
外事业部部长黄华琼转投北
汽福田。

高管变动，反映出企业
战略调整的方向，但辐射到
整个汽车行业，却透露出一
个不争事实——— 高速发展的
中国汽车业，正面临着巨大
的专业人才缺口。

中国汽车行业虽然发
展迅速，但相关汽车专业
人才培养却明显滞后。直
到1999年，国内才开始对
汽车 人才标 准化进 行探
索。随后又经历了汽车高
速发展的4个年头，到2006
年，才成功启动“中国汽
车人才培养工程”项目；
这几年出现了不少的高等
教育专科学校，也是最近
才把汽车人才培养放到了
重要的位置。汽车人才对
企业的效益的制约作用开
始凸显，车企一才难求。

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等六部委联合公布的

《紧缺人才报告》显示：目前
国内汽车后市场人才的缺
口至少有130万，在中国汽
车业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未
来人才需求量尤其是高端
人才的需求量将会进一步
扩大。人才资源已经成为车
企制胜未来中国汽车市场
的关键。

各车企备战人才战略，

抢滩人才资源

随着招聘旺季的到来，
无论是中国本土自主品牌还
是目前更占优势的外资品
牌，在人才争夺战中都未显
示出丝毫退让之意，纷纷厉
兵秣马伺机扩张。

日前，东风日产计划从
社会招聘和校园招聘两个渠
道，吸纳人才逾700人，为
新的事业计划和持续稳定的
发展补充新鲜血液。社会招
聘方面，计划岗位主要为商
企、研发、制造、采购、营
销、一般管理等六大领域，
其中，以研发、制造和营销
类的需求量最大，达到400
人规模。校园招聘方面，计
划招聘应届生近300人，占
全年的四成左右。上半年，
东风日产已在长春、北京、
武汉、南京、杭州、广州等
全国15个大城市巡回招聘，
覆盖21所高校，吸引了5000
多名应届生应聘。

同期，上海大众、上海
通用、一汽集团、北汽集团
也纷纷举办大规模的校园招
聘和社会招聘，抢滩人才资
源，实现人才的战略性储
备。

以静制动

“用好人，留好人”是关键

争夺人才固然是企业人
才储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面对汽车企业人才频频跳槽
危机，企业能真正实现从“招

到人”到“用好人”、“留住
人”，才是人才战略制胜的根
本。

对于如何“用好人”、“留
住人”，东风日产做出有效的
尝试。针对高级人才，东风日
产今年启动了“海豚PRA育
才计划”，即培养“高技能、高
水准、高艺术”的关键人才，
打造一支由技术领军人才、
高技能现场改善人才和富有
领导力人才组成的关键人才
团队。

此外，5月份，东风日
产还启动了“日产高管讲
堂”项目。东风日产总经理
松元史明主讲第一课，今年
5-11月期间，高管讲堂将每
月一讲，任勇、周先鹏、矢
形昌己、徐建明、杨蒿等将
陆续走上讲台，与公司全体
员工分享他们的实践经验。
“高管讲堂”项目是东风日
产自2009年启动内部讲师培
养和内部课程开发项目，经
过两年多的实践和探索而形
成的结晶，经过高管们的分
享，带动更多的员工迅速成
长起来，实现企业与个人的
共同成长。

以人才赢得未来，以责
任赢得尊敬，始终是每一家
汽车企业持续高速发展的根
基所在。虽然今年1-4月份，
车市销量出现了27个月以来
的首降，汽车市场整体进入
调整阶段，但未来车市仍具
有巨大的潜力。对于想在未
来中国汽车市场分一杯羹的
车企来说，只有趁此良机，招
兵买马，全面实现人才的战
略储备，才能最终制胜中国
汽车市场。 （文宇）

东风日产
MURANO预计下半年上市

破开人才瓶颈
车企发力人才战略

奔驰S级车型的历史
从1951年开始，第一代奔驰S
级推出220和300两款车型。
随后在1954年、1959年、1965年
又分别推出第二、三、四代
车型。直到1972年，第五代S
级轿车中才出现350SE的身
影，并且首次正式命名为S
级轿车。1979年、1991年、
1998年又相继推出第六、
七、八代S级轿车。2006年，
第九代S级轿车面世，包括
此前市场上热销的S350车
型。2011年，2012款S350L于
上海国际车展上市。

试驾嘉宾：常德军(山东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
见到奔驰S350L的时候，它安静地停在车队中间，一款拥有60多年历史的车型，或

多或少地沉淀下历史所赋予的底蕴。从同车销售人员那里得知，这是最新的一款车
型，同老款S350外观相比，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变，只留下岁月细细的刻画。

同车的销售人员告诉我可以先体验一下乘坐的舒适性。坐进车内，充满格调的内
饰透着古典的味道，细节处体现出奢华的感觉。正细细品味的时候，突然感觉车窗外
的景物在移动，原来车队已经启动。随着速度的提升，我却感受不到加速时的晃动。高
速行驶的时候，车内静静地放着音乐，外来杂音并未飘进窗内打扰到这份安逸，原来
乘坐也是一种享受。

中途休息时，我迫不及待地坐进驾驶室。一如刚才安静的起步，我甚至难以感到
发动机启动时的颤动，踩下油门瞬间动力没有来势汹汹，但却非常平稳有力。随着速
度不断提升，动力依然不是暴风骤雨般的输出，却绵延充沛、动力十足。操控的手感扎
实稳重，高速稳定的性能让我产生对速度把握的错觉，经常有超车的冲动。踩下刹车，
也极少能感受到减速时带来的前倾感，正如它安静地扬长而去，又安静地停下来。

噪试驾车型：奔驰S350L 豪华型
噪发动机：3 .5L V6发动机
噪变速箱：7挡手自一体
噪长/宽/高：5230/1871/1485(mm)
噪轴距：3165(mm)
噪官方售价：139 . 8万元

搭载BlueDIRECT第三代汽油直喷发动机的S350L不
仅动力输出更为激扬澎湃，同时也更具环保亲和力。与旧
款发动机相比，新款V6发动机的输出功率提升至225千
瓦，扭矩提升至370牛·米。借助该款发动机的强大性能表
现，S350L的百公里油耗降至了9 .7升，油耗较之前大幅降
低达13%。标准配备的空气悬挂系统，以及带有横风稳定
功能的主动车身控制，可以迅速调节底盘和悬挂设定，使
其适合当前路况，从而大大提高了车辆的舒适性和灵活
性。此外，除标准配备的USB、蓝牙和SD卡接口外，分屏
显示和后排座椅娱乐系统组件也为驾驶者及每位乘客提
供出色的娱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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