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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 程元辉

本报讯 7 月 3 日，马自达
（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公布
了马自达品牌车型在中国市
场上半年的零售销量业绩：
2015 年 1-6 月销售 115，979
辆，同比增长17.3%。1-6月累
计销量创马自达在华同期历

史最高。
6月单月共销售马自达品

牌车型 17，400 辆，同比增长
14.2%。从两个销售网络的销量
分别来看，一汽马自达共销售
7131辆，同比减少1.9%；长安马
自达共销售10269辆，同比增长
28.9%。

对此，马自达（中国）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CEO渡部宣彦表示：
“得益于 Mazda3Axela 昂克赛
拉 、Mazda6Atenza 阿 特 兹 、
Mazda CX-5这三款‘创驰蓝天’
车型持续良好的销售势头，上半
年马自达在华销量超越了去年，
对这一结果我们深感欣慰。虽
然下半年的市场环境仍不容乐
观，但我们将同两家销售公司与

众多经销商们共同努力，继续强
化品牌建设，拓展销售格局，以
期保持上半年的强劲销售势
头。”

此外，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
全新Mazda CX-5已于6月正式启
动销售；2015年款Mazda6Aten-
za 阿特兹也计划将于8月上市，
以此进一步强化产品阵容。

奔驰深耕区域市场
上半年销售16万辆

本报讯 程元辉 最新数据
显示，梅赛德斯-奔驰乘用车
2015年上半年在华总销量超过
16万辆，同比增长23%。在刚刚
过去的6月份，其单月销量更是
首次突破3万辆，实现了自销售
公司成立以来连续28个月的稳
健增长。

2015 年上半年，梅赛德
斯-奔驰立足本土市场需求，
先后推出国产 GLA SUV、全新
标准轴距 C 级车运动版等车
型，日益完善的产品体系极大
了 丰 富 了 本 土 消 费 者 的 选
择。在今年下半年奔驰还将
延续强大的产品攻势，提升新
品导入速度，在多个细分市场
推出全新车型，以更为全面的
产品格局应对市场的多元化、
年轻化需求。除以产品力铸
就的核心竞争力之外，业绩的
稳步提升与梅赛德斯-奔驰长
久以来在区域市场的深耕细
作密不可分。

近年来奔驰持续加强在各
区域的推广，维持对区域车展
的投入力度，并将多款重量级
车型的发布带到区域车展的平
台，展示了其对区域市场的高
度重视。

今年，奔驰推出多款根据
客户需求设计的物有所值的
全新售后产品和服务，其中包
括全新零配件价格、零配件外
销业务、逸蓝修养套餐轻享版
和星徽保养菜单扩展版等。
这些产品和服务进一步降低
了客户用车成本并提升其服
务体验。

近期在各个区域发布的逸
蓝修养套餐轻享版进一步强化
了奔驰深耕区域的发展思路，
让终端客户都能享有梅赛德
斯-奔驰售后根据“最物有所
值、最佳客户体验和最优技术
及服务质量”战略提供的高品
质服务。

与此同时，客户对于梅赛
德斯-奔驰品牌的认同及喜爱
更来自于其与经销商合作伙伴
的合力协作。奔驰品牌致力于
打造覆盖更广，服务质量更优
的经销商网络。针对区域市场
的不同特征及潜力，奔驰采用
灵活多样、布局科学及建店灵
活的策略，并为经销商提供有
力的支持与服务，为更多的消
费者打造梅赛德斯-奔驰品牌
所带来的卓越产品及高品质
服务。

未来，梅赛德斯-奔驰将
在“心所向，驰以恒”这一全新
品牌主张的引领下，将继续以
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对
中国市场的坚实承诺，让每一
位热爱奔驰的中国消费者均
可领略到三叉星徽的非凡魅
力。相信在未来，梅赛德斯-
奔驰在中国市场将取得更大
成功。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在自主品牌整体
快速增长局势下，几大主流自
主品牌企业销量均实现正增
长。根据盖世汽车网整理数
据，2015年1-5月份，自主品牌
乘用车前五企业长安汽车、长
城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汽车
和奇瑞汽车销量均实现不同幅
度增长。长安汽车继去年销量
夺冠后，今年上半年继续领跑
自主品牌。

今 年 1- 5 月 份 以 累 计
454299 辆销量领跑整个自主
品牌乘用车市场的长安汽车
一骑绝尘，同比增幅达 35.6%，
超过第二位 136315 辆。2014
年长安汽车勇夺自主乘用车
年度销量冠军，今年以来一直
延续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今年
已过半，长安汽车在下半年有
望保持稳定增长局势并蝉联
第一。

位居第二位的长城汽车销
量虽然与长安汽车差距较大，
但是其增长速度在前五企业中
最为显著。今年前五个月长城
汽车累计销量实现317984辆，
同比增长逾四成（42.1%）。长
城汽车销量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与旗下哈弗H6持续热销息息相
关，作为SUV界的常青树，哈弗
H6销量长期保持稳定增长也给
长城汽车总销量注入一剂“强
心针”，而其他车型哈弗H2、哈
弗H1等持续热销进一步助力长

城汽车销量实现快速增长。
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的还

有位列第三位的吉利汽车，今
年1-5月份累计销量达221125
辆。前五个月吉利旗下主流车
型销量均实现较大幅度增长，
其中中流砥柱车型帝豪EC7销
量实现 89，118 辆，同比增长
46.9% ，贡 献 率 超 过 四 成
（40.3%）。其他热销车型还有远
景，前五个月累计销量实现
49247 辆，同比增幅高达三位

数；紧凑型SUV吉利GX7同比提
升3.6%至29644辆；吉利汽车在
几款主流车型的热销助力下同
比增长幅度达27.8%。

分别位列第四位和第五位
的比亚迪汽车和奇瑞汽车同比
增幅虽不及前三企业，但是销
量表现亦值得肯定。其中比亚
迪汽车今年前五个月累计销量
实 现 192210 辆 ，同 比 微 增
0.5%。其中比亚迪F3销量实现
65368辆，而另一款新车S7累计

销量实现47721辆。其他累计
销量过万的车型还有速锐、秦、
S6和G5，其中比亚迪秦销量实
现12462辆，同比猛增249.0%，
在新能源车备受关注的今天，
秦以销量证明了自身实力。奇
瑞汽车前五个月累计销量实现
184051辆，同比增长5.3%。旗
下最畅销车型瑞虎3销量实现
45729辆，同比增长39.0%，新车
K50 和 艾 瑞 泽 3 销 量 分 别 为
14761辆和13199辆。

青年报 孙臣

本报讯 根据盖世汽车网整
理的最新数据，通用汽车上半年
在华销量同比增长 4.4%，达到
171.9万辆。别克昂科威等SUV
车型销量大幅攀升八成以上，宝
骏730等MPV车型也上涨了30%
以上。上半年通用汽车整体在
华销量达172万辆。

SUV带头增长
6月份，通用汽车及其合资

企业在华零售销量达 246，066
辆，同比微增0.3%，创下历史同
期新高。自今年4月份起，通用
在华销量数据开始向北美看齐，
从原先的批发销量改为通报零
售销量。

今年上半年，通用汽车在华
累计零售销量为1719202辆，同
比提升4.4%。去年同期批发销
量数字为1731282辆。

通用表示，今年在华销量增长
主要受益于公司在SUV和MPV两大
细分市场更丰富的产品组合。

上半年，通用汽车旗下SUV
车型零售销量同比增幅高达
82.7%，达到148081辆；其中昂
科威增速拔得头筹，月均销量近
万辆。通用旗下MPV车型上半
年在华零售销量505519辆，同
比大涨31.4%。

通用汽车全球执行副总裁
兼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钱惠
康（Matt Tsien）表示，需要使产
品组合丰富化，以满足中国市场
多样化需求；为保持2015年下

半年的持续增长，通用将在华继
续推出更多全新和改款车型。

如别克威朗继6月27日上
市之后，全国经销商展厅进行发
售。2015年下半年，通用汽车
在华推出的产品还包括全新雪
佛 兰 迈 锐 宝 和 宝 骏 560 SUV
等。与此同时，别克昂科威的国
内产量也将进一步提升。

几大品牌全面攀升
从销量数据看，别克、雪佛兰、

凯迪拉克和宝骏、五菱等几大品牌
上半年在华销量均同比攀升。

凯迪拉克39444辆，同比增
长 14.0%。其中，ATS 和 ATS-L
车型销量共计 14158 辆，创同
期历史新高；此外，XTS和SRX车
型的销量亦分别突破了1.2万

辆。
别克品牌上半年在华销量

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4.3%至
436226辆。其中，英朗GT和XT
共售出107799辆；别克品牌SUV
车型（昂科威、昂科雷和昂科拉）
整体实现销量超过翻番，达到
96433辆。

雪佛兰品牌在华销量同比
同期增长0.6%至317408辆。其
中，该品牌旗下最畅销的车型
科鲁兹销量达到124898辆，再
创历史新高；城市SUV创酷销量
达到27967辆，亦刷新同期历史
纪录。

上半年，宝骏品牌在华零售销
量较去年同期激增308.4%，共售
出159511辆；五菱品牌国内销量
同比下降5.5%至764172辆。

上半年自主品牌销量整体上涨

马自达上半年累计销量增长17.3%

通用上半年销量172万辆 SUV激增8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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