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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最新数据显示，今
年 1- 5 月 ，我 国 汽 车 销 量
1004.6万辆，同比增长2.1%，增
幅继续回落。然而在此背景下，
细分市场车型传祺 GS4 却在 4
月18日上市后，在第二个月突
破万台大关。

广汽传祺负责人对本报表
示：能收获国内外专业人士及消
费者的一致认可，并在国内市场
炙手可热，离不开传祺GS4的越
级产品力。传祺GS4搭载高效
能200T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合7
速G-DCT手自一体变速箱，拥有
GCCS 燃 烧 控 制 专 利 ，Start-
Stop发动机启停等46项尖端技
术，动力性能全面超越2.0L发动
机，百公里油耗仅6.3L，怠速静
音36分贝媲美豪车。

广汽传祺秉承“为亲人造好
车”的品牌理念，起步就与世界
同步，依托全球研发网在引进、
消化、再创新发展模式的基础
上，坚持国际标准与正向开发，
整合全球优势资源，与博世、德
尔福等全球10大顶级供应商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通过传祺独有
的生产方式打造世界级好车，展
现中国制造新力量。

传祺GS4与众多豪车共享顶
级供应商，如运用于德国”ABB”豪
车上的配置，包括奔驰S级的博
世最新ESP 9.1、宝马高性能M级
的天合最先进EPS、马牌高性能轮
胎与奥迪的IHI涡轮增压器等；甚
至是超级跑车玛莎拉蒂的7速双
离合变速箱，军用北斗GPS双模
导航等配置都搭载在传祺GS4
上，确保在品质、安全、操控等方
面全面领先同级对手。

在安全与品质方面，传祺坚
持只做加法。传祺GS4符合最严
苛的北美SUV车顶抗压标准，国内
生产车型与出口北美车型一致，最
大限度保护驾乘人员安全。GAC
五星安全车身设计及6安全气囊，
全面保障驾乘者行驶安全。

传祺GS4产品力高度契合
消费者需求，是月销迅速破万的
原生力量。此外，广汽传祺运用
多种营销手段将品牌力与产品
力渗透市场，迅速提升认知度。
传祺GS4上市同期，广汽传祺赞
助CCTV6电影频道中国首档原
创电影益智青春秀大型综艺节
目《电影新青年》，传祺GS4成为
节目唯一指定用车，全程护航刘
恺威、尚雯婕、张一山等明星导
师与校花学神，其高颜值外观与
出色的产品性能获得明星与学
员的赞许，加之高频率的曝光，
让传祺GS4迅速走红全国。

业内人士认为，“与国内热
销的合资紧凑型SUV相比，传祺
GS4在动力、空间、配置与价格
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自主品
牌热销SUV车型相比，传祺GS4
则在品质、安全和操控性方面更
具竞争力，传祺GS4迅速实现月
销破万实属必然。“

青年报 车键

本报讯 最近，“驾照自学
直考”的说法在社会上疯传。
驾照直考的意思是，只要你有
开车的完备技能就完全可以绕
开驾校的培训，直接报名考驾
照。一旦政策落实，那么学员
和驾校之间的硬性捆绑就松开
了，学员可以自己选择教练来
指导自己开车，学成了就可以
去交管局报到考试。

上述说法在现实执行中存
在很多漏洞。首先，教学用车
如果不是教练车，缺乏助刹系
统，不能保证安全；其次，亲戚
朋友教学并非专业，他可能也
把自己开车的缺点教给你；最
让人担心的是，无证驾驶，开着
私家车在路上练习是违法行
为，万一发生了车祸，保险公司
不能赔偿……如何在市场执行
层面帮助新政策完美落地，是
车轮思考的问题。

据统计，2014年学驾照人数
到达了2400万，2015年上半年
学员人数仍在持续增长，目前学
员数量已经超过了驾校的容量，
导致教学服务与质量难以保证。

针对这一情况，车轮公司
推出一款“车轮考驾照”软件，
该软件是车轮团队倾心打造的
一款 iOS、Android 手机平台上
的学车驾考软件，包含了驾考
中科目一至四的全部内容。其
中有些好玩的板块诸如“VIP保
过”，考不过则全额赔付。另外
还有学员“在线交流区”，让学
员感受到来自同一战线战友的
力量，大家互帮互助、排遣压
力、轻松迎考。自上线至今，已
经帮助5000万驾考学员拿到了
驾照。

车轮公司的定位是“车主掌
上生活第一平台”，车轮将于7月
中旬召开媒体发布会，向媒体和
公众公布最新战略。对于像车
轮这样的移动互联网平台公司
将给到市场的一份解决方案。

在新政即将出台的背景
下，车轮将以旗下“车轮考驾
照”产品涉足驾照自学直考的
产业，致力于帮助考驾照的学
员在新政策中，制定适合自己
的学习和考试方案，并从根本
上提升考驾照的体验。同时，
车轮也帮助驾校在政策转换
中，实现“互联网＋”的升级。

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全球轮胎科技领导
者米其林宣布，现任米其林中国
轿车及轻卡轮胎部高级副总裁方
诺德（Bruno de Feraudy）将接替
万能毅（Philippe Verneuil），担
任米其林中国区总裁一职；同时，
他将继续兼任米其林中国轿车及
轻卡轮胎部的负责人。

方诺德表示：“中国已成为
米其林集团全球最重要的战略
市场之一，并在过去几年中保

持良好的增长势头。如今，中
国的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
企业想要保持增长，必须努力
适应市场的变化。米其林将继
续秉持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承
诺，不断推出更多的创新轮胎
技术、性能卓越的轮胎产品和
更多的增值服务，以创新为核
心驱动力，满足中国消费者日
益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原中国区总裁万能毅将担
任米其林集团非洲、印度、中东
地理大区总裁一职。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7 月 1 日，对于捷
豹路虎来说是重新启程的一
天，这一天高博卸下了捷豹路
虎大中华区总裁的职务，准备
再次回到欧洲担任捷豹路虎欧
洲业务总裁。

高博离开那天，正是捷豹
路虎挂牌成立五年的日子。但
在捷豹路虎进入中国五周年遭
遇销量下滑，奇瑞捷豹路虎国
产化受阻，这一切迫使着捷豹
路虎要做出改变。

高博在中国五年，很好地
融入了中国文化及饮食，但捷
豹路虎却还没有摸清门道，有
点步履蹒跚，高博离任前最后
一个举措就是国产路虎极光官
降，这是改变的第一步。

五年改变捷豹路虎
2010 年的 8 月，高博来到

中国，来到捷豹路虎位于上海
的总部，担任大中华区总裁。
那一年，中国汽车市场正处于
黄金时代。

2010年，汽车市场每一个
月的销售数字都像滚雪球一样
越滚越大，甚至于毫无悬念地
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汽车第一
大市场。就在那年，第一豪华
阵营ABB借着势头，不断深耕本
土化，奥迪突破22万辆，宝马交
付16.89万辆，同比增长141%，
奔驰在华销量同比增长115%。
而彼时的捷豹路虎，在高博来
之前，销量仅万辆。

一晃五年，中国市场从热
到冷，销量增幅逐渐减低，而捷

豹路虎却在节节攀升，2011年
在华销量4.2万辆，2012年 7.3
万辆，2013年9.5万辆，2014年
12.2万辆。

高博用五年时间改变了捷
豹路虎在中国豪车市场的地
位，可谓是改变捷豹路虎在华
命运的五年。

在为捷豹路虎做出了如此
贡献之后离去，这里面根源也
许就是进入2015年后，捷豹路
虎销量下滑带来的连锁反应。
这一切跟捷豹路虎在2015年伊
始预想的不一样，国产计划也
遇到阻碍。

笔者认为最大的原因就
是，国产车型极光未能迅速在
市场找到定位区，售价与进口
车型接近，加上市场上一片降
价声，这是导致销量下滑的主
要原因。

“后高博时代”的捷豹路虎
要走不一条不一样的路子，但
高博给捷豹路虎带来的改变不
会被抹去。

国产极光官降
高博的离任只是改变的第

一步，接着捷豹路虎新动作就
来了。7月1日起，捷豹路虎官
方宣布，正式下调国产揽胜极
光的官方指导价，最高降价5万
元，这距离国产极光上市也仅
仅五个月。

今年2月份，奇瑞捷豹路虎
常熟工厂生产制造的路虎揽胜
极光正式上市，售价 44.8 万-
58.28万元，虽然比57.8万-66.6
万的进口版车型有不小价格优
势，但依然被指价格定位过

高。加上今年315晚会，央视曝
光极光的9速变速箱存在故障，
随后路虎宣布召回36451辆进
口极光。

315曝光对于消费者影响
是立竿见影的。市场终端反应
明显：消费者对进口车型、国产
车型的质量信心受创，路虎旗
下多款车型均出现大幅降价，
国产揽胜极光的销量从此一蹶
不振。最终，在上市不到半年
宣布官方降价最高5万元，这也
是捷豹路虎决定低头找寻正确
出路。

笔者在国产极光上市时就
与朋友聊到，这款车型不仅要受
到市场上其他品牌的价格打压，
同时还会受到自家进口车型的
威胁，很多路虎经销商囤货后再
降价出售进口极光，这也是国产
极光卖不动的主要原因。

捷豹路虎要走出危机，就
得重新正视自己，看清自身在
市场中的定位。此次国产极光
的官降是好的开始，更多的应
该在IMSS模式进一步优化，重
心向国产车型倾斜，把握中国
消费者习惯。

同时，捷豹路虎也有望通
过战略新车，重回增长轨道。
捷豹路虎将有五款车即将或未
来将要上市。全新一代XF（成
都车展上市）、捷豹F-PACE（广
州车展首发）、改款XJ（广州车
展上市）、揽胜极光Plus版（预
计明年），还有捷豹E-PACE（时
间不详）。

捷豹路虎已经开始放下曾
经的傲娇，认真反思定价策略、
经销商策略以及媒体关系。

捷豹路虎高管离职 极光降价

方诺德接任米其林中国区总裁

传祺GS4上市两月销量破万

车轮公司7月公布最新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