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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五，由本报汽车编辑室
与东风日产携手启动的“新春送
祝福 岁末抢红包”红包大派送
活动启动，并得到广大读者和车
迷朋友的热情响应。五千份包括
由知名书法家亲笔撰写的春联、
福字的“福之礼”大礼包陆续被
送往驻济银行、高校、医院、旅
行社等企事业单位，为齐鲁晚报
读者和东风日产车迷送上诚挚的
祝福。

2013年，东风日产在中国市
场实现全面复苏，其中10月在国
内销售9 . 14万辆，11月在国内销
量为10 . 56万辆。截止到12月22
日，东风日产在中国市场的累计
销量已经突破90万台，超越日系
其他竞争对手。记者从东风日产
济南大友专营店了解到，大友集
团作为东风日产和启辰在济南地

区的唯一授权经销商，通过“6家
4S店+3家城市展厅+12家零售店”
构筑三位一体的服务体系，触角
遍及济南市区以及章丘、平阴、
济阳、商河等周边县市，成功打
造 3 0分钟半径的济南服务圈。
2013年东风日产双品牌济南销量
已突破8900台，创造了新的销售
记录。其中NISSAN品牌销量7056
台，年增长率超过15%；启辰销量
1856台，山东省内销量第一。

据了解，东风日产除了新春
送福之外，在岁末年初也推出了
幅度远超平时的优惠促销，希望
能够通过春节前这个一年中最旺
盛的消费旺季，实现本年度的开
门红。目前，东风日产济南经销
商借助本次祈福红包大派送活
动，将于1月11-12日，举办“春
节提前 买车趁早 2014东风日

产迎新抢购会”，画糖画、吹糖
人、花鸟字、民间剪纸等传统手
艺现场制作，追忆童年趣味！并
且，凡是幸运获得大礼包或者购
买东风日产车型的读者和车迷朋
友均可尊享“三重大礼”：

【一重大礼】：马上过新
年，马上开新车！君子一言四
“马”难追，参加活动让您“马
上享钜惠、马上抱礼品、马上办分

期、马上开新车”。
【二重大礼】：通过上传礼包图

片到新浪微博，并@齐鲁晚报汽
车版、@东风日产(或经销商)，就
有机会被抽中享受到店试驾礼。

【三重大礼】：凡在活动期
间到东风日产专营店租车的读
者，均可享受“租车1天送1天”
的优惠，东风日产热销车型均有
参与。

东风日产经十西路大友店
88880000
东风日产经十东路龙腾店
88882222
东风日产二环南路银大友店
87580666
东风日产工业北路金大友店
82798888
东风日产章丘大友明店
83788888
东风日产省体中心店
82039888
东风日产工业南路店
69927777
东风日产大友匡山店
87111188
东风日产平阴翠屏街店
87876655
东风日产济阳开元大街店
81175808
东风日产商河钱隆汽车城店
84800158

□王士强

年销量超过12万

上海大众领跑众品牌

山东省自2009年超过广东
省成为全国第一大汽车市场之
后 ， 就 再 没 让 冠 军 旁 落 。
2 0 1 3年度，江苏以微弱优势
超越广东，但是和山东的差距
依然有10万辆。山东超过140
万辆的销售数据，放眼全球也
能排在前十行列。如此重要的
区域市场，也让“得山东者得
天下”成为国内汽车行业的共
识。

就品牌而言，大众无疑是
山东消费者最钟爱的品牌。其
中，上海大众更是以 1 2 . 6万
辆，成为山东销量冠军。据上
海大众山东分销中心总经理江
翔介绍，山东省一直是上海大
众最重要的市场之一，自1984
年以来，上海大众就一直是山
东销量冠军。2013年度，山东
也成为上海大众全国第一大省
份市场。

北京现代同样表现不俗，
全年在山东销量超过10万，成
为继上海大众之后，第二个年
销量过10万的品牌。据了解，
北京现代2013年度销量为100
万，山东省正好是其全国销量
的十分之一。凭借过10万的全
年数据，山东成为北京现代继
江苏和浙江之后的第三大市
场。

上海通用在山东一直深受
欢迎，别克品牌同比增长超过
18%，销量也超过了8万辆。东
风日产成为日系品牌中最大的
亮点，全年销量超过6万，日系
品牌市占率超过了50%。

单店销量过万

山东成自主品牌最大福地

说起自主品牌，山东省则
是国内当之无愧的“福地”。
138万销量中，自主品牌大概占
到60万，国内再也没有一个省
份，像山东消费者这样厚爱自
主品牌。

在国内前五大汽车市场
中，江浙粤属于经济最发达地
区，但是这些市场却是自主品
牌发展的洼地。这和山东形成
鲜明的对比。在国内每家自主
品牌的销量榜上，山东几乎全
部是第一。其中像比亚迪、奇
瑞、吉利这样的主流品牌，山
东销量甚至超过10%。

山东世通多年来一直是吉
利全国冠军4S店，年度销量超
过1万辆。“我们的客户都说，
买车就是买‘吉利’。我们一
个店的销量，超过北京一个直
辖市、河南一个省的销量。”
山东世通吉利4S店总经理房立
刚告诉记者。数据显示，吉利
全年销量超过5万辆。这一数据
和一些主流合资品牌相差无
几。

长安汽车和长城汽车是近
年来国内自主品牌表现突出的

新军。2013年前11个月，这两
家品牌分别占据山东销量榜冠
亚军，其中长城数据为7万辆，
长安为5万辆。考虑到最后一个
月一般为全年销量的 1 0 % 左
右。这两家品牌全年销量极有
可能跻身山东省所有品牌的前
五名。

地市均衡发展

成为山东车市最大潜力

提起山东省车市发展态
势，润华汽车市场部总经理王
维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均衡。
“以潍坊为例，作为一个地级
市超过省会城市济南和副省级
城市青岛，成为全省第一大市
场，这本身就和其他省份很不
一样了，考察潍坊市的汽车销
量，城区销量甚至不如青州
市，和青州容量差不多还有诸

城、寿光等好几个县级市，而
在青州，买车的人大部分还分
散在乡镇。”

王维的这种观点，直接反
应了山东和国内其它市场的区
别。国内大部分省份，省内一
到两个核心区域的销量，直接
影响到整个省份的表现。而在
山东省138万销量中，过10万的
就是六七个，销量在5万以下，
也只有三四个，如此均衡的发
展，也让山东成为国内汽车4S
店最密集的省份。

以刚刚上市的观致为例，
国内首批规划4S店80个，山东
省就占了17个。这足以说明山
东车市的重要性。在名不经见
经传的德州，就有奇瑞全国冠
军店、全球鹰全国冠军店。这
种县级市场蓬勃发展的市场态
势，也注定成为山东车市未来
几年的最大潜力。

山山东东22001133年年新新车车销销售售113388万万辆辆
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过百万辆的省份已达5个，分别为山东、广东、江苏、浙江、河北。山东省全年新车销售数据为

138 . 2万辆，同比增长14 . 4%。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接连进入限购时代的背景下，山东蝉联全国销量冠军，也再次验证了全国
第一大市场的潜力所在。而山东省内17地市平均发展的市场特点，也让山东省成为国内4S店布局最为密集的区域。

尽管最终的精确数据还没
有统计出来，但是笔者还是迫
不及待地把这条新闻发了出
来。过去的一年中，我省仅新
车销量就突破了138万辆。这就
意味着至少138万个家庭，因为
汽车这个家庭成员的加入，生
活变得更加美好。

在笔者多年的采访生涯
中，很多国内汽车企业界老总
就汽车做过精彩论断。东风日
产副总经理任勇当年就北京限
购时说，汽车就是我们老百姓
过上小康生活的标志，任何人

都不能阻止我们对于自己幸福
生活的追求。这句话深深地打
动了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出现
在我的稿子里。

在我们追逐中国梦、全面
小康的征途中，用什么样的物
质标准来衡量的生活水平呢。
汽车无疑是再恰当不过的标
杆。它不像房子那样遥远，又
不像吃饭穿衣那样简单。有了
它，我们可以带着自己的妻儿
在周末闲暇，回到父母身边尽享
天伦之乐；有了它，我们一家老
小可以在节假日里，飞奔到海边

放松心情；有了它，我们的生
活变得如此便捷，我们的心灵
都可以找到独处的空间。

虽然随着汽车增多，我们
的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我们
的交通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
我坚信，这些问题都能通过我
们的智慧来解决。我们的开车
习惯还有待提高，我们的用车
习惯也要更加合理。我们可以
拼车上下班，我们甚至可以每
周少开一天车。

去年年底，天津限购，让
国内一些城市蠢蠢欲动。深

圳、杭州、武汉、成都限购的
传闻一直没有消停。甚至我们
济南、青岛也传出要限购的风
声。在这些限购传闻制造的紧
张气氛中，2014年的车市会不
会出现恐慌性抢购。在国家大
力提倡城镇化的政策刺激下，
省内的县域市场会不会出现跟
风式购车。好与不好的消息，
在我看来，都是新年车市再次
冲高的号角。

在新的一年里，无论你是
首次购车、还是添置换购，我
都衷心地祝愿你，用车幸福。

汽汽车车是是我我们们幸幸福福生生活活的的标标志志
记者手记

在山东，说到昌河铃木，似乎
没有几个经销商不知道临沂的昌
华店；在临沂说到微车，昌华昌河铃
木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无数个“全
国第一”、“山东省第一”等荣誉和光
环的映衬之下，昌河铃木临沂昌华
店成为业内外的“大明星”，成为微
车市场领域的领跑者当之无愧。

据记者了解，临沂昌华昌河铃
木自2005年就获得了“2005年度北
斗星销量、2005年度微型车销量、
2 0 0 5年度汽车总销量”的全国第
一，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昌华现
象”。2013年，昌华昌河铃木获得了
全国销量冠军的佳绩，销售汽车
5700多台，成为汽车流通业内的佼
佼者。 （王文卿）

车市联播

临沂昌华
卖小车的全国“大明星”

说起奇瑞汽车德州瑞诚4S店，
不仅在德州汽车行业让人钦佩，在
奇瑞全国经销商之间也是个传奇。
2007年秋季正式加盟奇瑞4S店，同
年销量达到500台；2008年全年整车
销售1000台；2010年全年销量达到
5000台，并获得山东区销量冠军；
2012年，整车销量超过了6000台，一
举拿下“奇瑞汽车全国十佳经销
商”的称号。2013年，德州瑞诚店销
量4767台，再次荣膺奇瑞全国十佳
经销商。 (乔玉玲)

德州瑞诚
5年新兵成为奇瑞传奇

截至2013年12月25日，聊城市
机动车保有总量达到了1018736辆，
是山东省9个机动车保有量过百万
的城市之一，位列全省第九。这一
百 万 机 动 车 中 ，汽 车 保 有 量 为
5 6 5 0 6 7辆。其中，个人汽车达到
4 9 8 5 9 0辆，占个人机动车总量的
53 . 76%;私人轿车保有量为266953

辆，占私人汽车总量的53 . 54%，与
去年同期相比增加55392辆，增加
20 . 75%。2013年第三季度的统计数
据显示，聊城市的机动车驾驶人数
量为1023328人，拥有汽车驾驶证的
人数为928764人，占全市驾驶人总
量的90 . 76%。 (贠建伟)

聊城市
机动车保有量过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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