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1日，2015款长安悦翔V3在临沂举行了隆重
的区域上市仪式，并于沂蒙山风景区展开了新车试驾
活动，获得到场观众和媒体朋友的一致好评。长安悦
翔V3是长安汽车针对入门级家轿市场的最新消费趋
势，凭借全球研发平台和严苛的制造、验证体系，历时
3年打造而成的经济型三厢家轿。该车搭载长安汽车
自主研发的1 . 3L全铝发动机，最大扭矩为121N·m，
最大功率为69KW，城市路况的综合油耗为5 . 6L/百
公里，作为中国品牌入门级家轿的佼佼者，悦翔V3自
上市以来凭借其出色的性能、丰富的配置和卓越的经济
性博得了年轻消费者的喜爱。与此同时，更是为年轻人
传达了一种新的生活主张——— 幸福需要“型动力”！

齐鲁春季车展期间，中级SUV广汽传祺GS4首秀
山东，引发了媒体和众多消费者的关注。据了解，这款
基于广汽传祺全新A级平台打造，精劲时尚设计完美
诠释了国际化设计与中式审美融合的光影雕塑2 . 0
造型设计美学，车身比例匀称流畅，高端气质跃然而
出。在齐鲁春季车展上，传祺GS4的惊艳亮相不仅吸
引了众多主流媒体的争相报道，亦引来不少消费者的
青睐。其中一位消费者当场感叹：“传祺GS4无论是油
耗、外观、动力、配置、空间、品质方面都是我一直渴求
的车型，这款车型很值得期待“。

4月9日，东南汽车V系全新V5 p l u s、 V
CROSS以“我是热点”为主题，于齐鲁车展拉开上
市发布会暨媒体试驾会序幕。V5 plus售价区间为
7 . 69-10 . 59万元，以全新立体雕塑外观、质感内
饰、宽式空间三大核心升级，打造V系越级品质车
型。V CROSS以5款车型打入跨界车市场，售价区
间为7 . 99—9 . 79万元，凭借兼有潮流个性与实用
性，成为跨界车市场的新风尚。

4月11日，MG名爵品牌在与
其同年龄的英国经典设计建筑上海
邮政博物馆举行“魅力·绽放”品
牌之夜盛典。活动现场，MG名爵
尽显英伦风范，旗下车型传承UK
Design英伦气质，并融入高性能与
全 新 科 技 ， 完 美 诠 释 “ M y
G l am o u r魅力·绽放”的品牌精
髓。“高性能中级SUV”名爵锐腾
的代言人——— 英剧《神探夏洛克》
的男一号，英国国际影星“卷福”
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也来到现场，
证言名爵锐腾“8秒破百”的出色性
能；《我是歌手》第三季的“摇滚
女皇”谭维维，用她“刚柔合一”的歌
声将大家带入美妙绝伦之境。

当晚，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
文化教育公使艾琳女士揭晓“2015

中英文化交流年”唯一官方指定用
车为MG名爵品牌旗下SUV车型名
爵锐腾，并表示双方将携手在促进
中英文化交流中让更多的人体验到
英伦汽车的魅力。

高性能产品打造独特魅力

与流行比快，MG名爵总能先
人一步，与经典共舞，MG名爵魅力
永不褪色。在品牌之夜上，MG名
爵发布了全新的品牌定位和品牌口
号“魅力·绽放”，MG名爵将以
英伦基因，不断创造顺应时代的独
有个性和风格，在运动的动感中表
达纯粹乐趣，让消费者感知对生活
的自信与激情，绽放魅力。

走过了91年的岁月，如今，始
于英伦的经典汽车品牌在中国焕发

异彩。未来，MG名爵品牌将形成
全新一代产品矩阵，引领品牌攀升
并实现超越。根据全新的品牌定
位，MG名爵将洞察中国新生代消
费群体的用车需求，精准提升产品
表现，持续推出富有原创英伦设
计、搭载上汽全新一代高效动力总
成的高性能车型，同时，在个性化
的娱乐系统、车联网应用方面为年
轻消费者打造纯粹的乐趣，以独具
魅力的产品让消费者在驾驶中感知
对生活的自信与激情。MG名爵品
牌还将打造MG改装文化并适时推
出改装品牌；开发设计可改装或定
制的有专属标识的部件；开展年度
MG赛道体验专属活动、积极参与
国内国际大赛，让消费者深刻地感
知MG名爵品牌的“独特魅力”。

明星挑战锐腾“8秒破百”

“时尚女王”李艾、“果郡王”李
东学、《平凡的世界》孙少平扮演者
袁弘，《我是歌手》第三季“摇滚
女皇”谭维维，都参加了“名爵锐
腾 8秒破百”明星挑战赛。在4月
11日下午举行的“名爵锐腾 8秒破

百”明星挑战赛中，“卷福”化身热血
赛车手帅气亮
相，向零到百公
里加速发起挑
战，亲身验证了

“8秒破百”的加
速性能。

(潘令姣)

““卷卷福福””中中国国首首秀秀
成成功功挑挑战战名名爵爵锐锐腾腾““88秒秒破破百百””

2015齐鲁春季车展前
天，在一汽丰田媒体沟通
上，韩镝飞向本刊记者展示
了“华北战略”的成果：在山
东市场上，一汽丰田市占率
从1 . 6%上升至2 . 7%，增长
163%。

2014年7月，一汽丰田
“华北战略”率先在山东与
河北两个市场开始。在这个
规划中，一汽丰田着眼于以
小型车为重点的产品结构
重建，借助全新威驰与第11
代卡罗拉上市契机，针对全
国最大汽车市场华北而导
入的规划。

韩镝飞告诉记者，依托
威驰与卡罗拉两款小型车
产品，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
以下4个层面：第一，通过拓
展广宣渠道、改变广宣思
路、提高广宣深度与广度，
从而提升品牌认知度；第
二，通过强化市场活动，坚
持“走出去，走下去”的方
针，践行行销思路，实现展
厅销售和户外销售双赢，相
关数据显示，2014年“华北
战略”中共进行大小车展多
达855次，其中670次为以县

乡镇市场为代表的巡展活
动。第三，在这份“战略”中，
一汽丰田还进行了网点强
化，新增分店32个，合作二
级网点103家，通过强化现
有网络能力与开拓并管理
二级新网络，延伸销售触
角，扩展市场终端覆盖，同
时导入店铺新形态，调整建
店标准，比如新增mini 4S
店，降低见店投资标准等。
第四，强化商务促销政策，
制定山东专属商务政策，提
升经销店经营能力和竞争
意识。

从去年7月导入到年
底，在短短半年时间内，一
汽丰田在山东市场实现了小
型车市占率大幅提升，从10
月份5家、到12月18家经销店
加入到威驰月销百台俱乐部
行列。同时，大大提升经销
店收益，增长经营信心。

此外，据韩镝飞介绍，
2015年，一汽丰田继续在山
东与河北推进“华北战略”，
并新增山西与河南两个市
场。当问及今年山东市场目
标时，韩镝飞信心满满，“比
去年再翻一番”。

“华北战略”成效初显
专访一汽丰田华北大区总监 韩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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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台的销量，江淮在
齐鲁春季车展上一战成名。
从1000辆齐鲁车展“特供
车”驰援山东，到丰富的展
台活动与红包派送，出色的
销量与精彩的营销密不可
分。在2015齐鲁春季车展现
场，江淮乘用车营销公司山
东分公司总经理黄长江做
客直播间，向山东车主展示
一个全新的江淮品牌。

4月7日，江淮汽车在其
总部合肥举行齐鲁车展“特
供车”发车仪式，携三大冠
军 车 型 — —— “ 中 国 高 端
MPV销量冠军”瑞风M5、

“小型SUV销量冠军”瑞风
S3、“2014CRC拉力赛年度
总冠军”和悦A30，及两款
新品瑞风M3、第二代瑞风
S5亮相，并针对以上车型
推出增配不增加的促销政
策。同时，星锐M419则以优
惠1 . 6万元、成交价11 . 38
万元特供齐鲁车展。

据黄长江介绍，山东历
来是江淮非常重视的销售
市场，而江淮以“特供”车型
回馈消费者并非首次。去年
10月，在瑞风S3全国热销、
各地现车告急的前提下，江
淮依然特别拨出了一批“特
供”现车，驰援山东市场，并
举行了气势恢宏的千台交
车仪式，在当地传为一时佳
话。今年春节期间，为了缓
解订单客户用车的燃眉之
急，江淮在山东、河南、安徽
等多个地区交付多达5000
台瑞风S3，以满足用户在
春节开上新车的心愿。

“对江淮来说，以‘特
供’车型提升销量并非首要
任务，更重要的是秉承敬客
经营的理念。黄长江表示，

“急客户所急”，不仅提供更
优秀的产品，让用户真正享
受汽车生活的便利，同时也
以更迅速、更贴心的服务让
用户感受江淮的关怀。

“特供”齐鲁，

诠释江淮“敬客经营”
专访江淮乘用车营销公司山东分公司

总经理 黄长江

聚聚 焦焦 齐齐 鲁鲁 车车 展展

4月11日，2015款海马丘比特在齐鲁春季车展首
发亮相。此次上市的车型分为1 . 3L和1 . 5L两个排量
共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4 . 99万-6 . 39万。2015款
丘比特基本保持了现款车型的设计，并在车身涂装
上增加了魅惑橙和魔法绿两种颜色，2015款将搭载
1 . 3L和1 . 5L两款发动机，其中1 . 3L发动机最大输出
功率为97马力，峰值扭矩121牛·米，1 . 5L发动机最
大输出功率112马力，峰值扭矩140牛·米，传动系统
匹配5速手动和AMT变速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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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7座车五菱宏光S再推两款“超值版”车
型，宏光S 1 . 2L基本型和宏光S 1 . 5L基本型，售价分
别为4 . 88万元和5 . 18万元。新车型的推出，不仅将宏
光S的在售车型数量升至9款，价格区间扩充至4 . 88-
7 . 93万元，同时也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宏光S车型的门
槛，不足5万元的起售价格，让产品更贴心，让价格更
给力。截至2015年3月31日，五菱宏光、宏光S累计销
量已接近200万辆，上市五年来销量始终保持跨越式
增长，相信随着宏光S“超值版”的推出，宏光全系产
品又将开启新一轮销售热潮。

五五菱菱宏宏光光SS““超超值值版版””上上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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