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管辉昂市场表现如何，上
马辉昂这款车于上汽大众有太
多的意义，从三方面解读来看，
一是解决现有车主的换代，保留
市场活力；二是建立与奥迪一样
的豪华车，提高产品附加值；三
是上汽大众多年研发实力彰显。

一是300万上汽大众现有
车主的升级换代。目前途观拥
有 100 多万用户，帕萨特拥有
200多万用户，那么这些车主未
来升级的方向肯定是豪华车，基
本之后选择了 ABB 等豪华车
型。之前，帕萨特车主升级为奥

迪车主，这对于上汽大众未免是
一种很无奈的选择。辉昂对上
汽大众的车主来说，换代了有了
新选择。

二是产品附加值提升。作
为中国乘用车销量的领跑者，上
汽大众相比于一汽大众和上汽
通用来说，产品附加值不够高，
最重要的是没有豪华车产品。
一汽大众有奥迪作为支撑，上汽
通用有凯迪拉克，豪华车产值和
产品附加值都是比较高的，上汽
大众虽然没有创立豪华车品牌，
但在大众产品线中增加豪华车

辉昂，随后推出C级车SUV，实现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体系内的“双
星”规划。

三是上汽大众研发实力的
彰显。从朗逸中级车系列的研
发，到打造全新车型凌渡以及帕
萨特，现在完成了C级豪华车辉
昂，到将来上市的 C 级 SUV 车
型。上汽大众主导和研发了从
低到高车型研发、生产和制造，
这彰显其研发实力已经达到一
个非常高的水平。在众多的合
资企业中，很少企业可以做到这
一点。

B08 汽车·车型 2016年9月1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解敬阳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zkb@163.com

青年报 程元辉

8月29日，奇瑞捷豹路虎汽
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瑞捷
豹路虎”）旗下首款捷豹品牌车
型——新格调运动商务座驾全
新捷豹XFL跃然登场。全新捷
豹 XFL 共推出包括 2.0T 200PS
风华版、2.0T 200PS 精英版、
2.0T 200PS 豪 华 版 、2.0T
240PS 豪华版、2.0T 240PS 尊
享 版 、2.0T 240PS 奢 华 版 、
3.0SC 340PS 尊 享 版 、3.0SC
340PS 奢华版在内的三种动力、
八款车型，厂商建议零售价为
38.8万元至68.8万元。

全新捷豹XFL轴距加长140
毫米，长达到3100毫米，后排膝
部空间增加116毫米，达到203
毫米，腿部空间增加157毫米，
为尊贵的后排乘客带来更加宽
绰优越的空间。同时，加长的轴
距巧妙的融入到整体车身设计
当中，完美的保留了捷豹XF标
准轴距版车型优雅、动感的侧面
轮廓。

全新捷豹 XFL 是同级市场
中唯一一款采用最先进的智能
全铝车身架构的车型。得益于
智能全铝车身架构的应用，每一
辆全新捷豹 XFL 都轻盈坚固。
全球领先的 InControl 智能驭
领 尊享触控搭配反应迅速的
10.2 英寸中控触摸屏幕，带来
直观的操作体验。全新捷豹XFL
搭载四区温控系统及首次应用
于捷豹车型上的nanoe TM车内
空气净化技术，为消费者带来更
为舒适的驾乘感受。捷豹家族
首次引入的后排开门警示系统

在监测到后方有车辆靠近时，将
提醒后排乘客暂勿开启车门，避
免发生碰撞。除此之外，带17
个扬声器的Meridian环绕音响
系统（825W）、自适应全 LED 大
灯、激光平视显示系统、全路况
自适应控制系统（ASPC）等一系
列领先科技为用户带来轻松享
受的旅程。

全新捷豹 XFL 的定位代表
着捷豹对产品的自信，对打破常
规的信念以及对于该细分市场
的期待，将突破中大型豪华轿车
市场由德系三强所垄断的既有
竞争环境，从而构建全新的
ABB+J 的市场格局。18 个月
内，奇瑞捷豹路虎发布两个品牌
三款新车，全面进入主流豪华汽
车市场，正式开启双品牌全面布
局的企业发展新篇章。

“全新捷豹 XFL 的上市，彰
显奇瑞捷豹路虎的全新造车理
念：即为满足中国市场需求而
量身定制，以极具竞争力的价
值，创领细分市场。深耕本土，
奇瑞捷豹路虎将在 2020 年以
前，每年至少上市一款新车。”
奇瑞捷豹路虎常务副总裁陈雪
峰表示。

经过三年的建设，奇瑞捷豹
路虎已经走入了从有到优的发
展期。2016年捷豹路虎在华已
售车辆中已经有一半是国产车
型，这意味着消费者对于奇瑞捷
豹路虎产品的认可。依托高效
的运营管理和一流的人才团队，
奇瑞捷豹路虎将持续引进最新
技术与产品，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更多产品选择，成为中国高端汽
车市场的卓越创领者。

8月份，上汽大众首款C级车辉昂在上海黄浦江边进行为期一月的全国
媒体试驾活动，如此大规模和长时间的试驾在一般车型上市前当中非常罕
见，这意味辉昂对上汽大众的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可以从产品市场定位、竞品比较和对于上汽大众的意义三个
方面进行对辉昂进行解读，市场定位方面：厘清辉昂与辉腾的关系，更好理解
辉昂对于大众品牌的使命；竞品比较：辉昂从设计之初就奔着冲击C级车市
场，谁是他的竞争对手；对于上汽大众，辉昂的上市以及成功或失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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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汽大众首款C级车辉昂举行为期一月的试驾活动

避ABB锋芒 与二三线豪车试比高

在辉昂试驾现场，赫然摆放
着宝马5系、奥迪AL以及奔驰E
级车型，从这个阵仗看，ABB（奥
迪、宝马、奔驰）皆被列出竞争对
手。

从辉昂尺寸看，在C级豪华
轿车中车身尺寸最宽大；车身长
达 5074mm，车宽 1893mm，车高
1489mm，价格为 35 万到 67 万
元，涵盖了宝马5系、奥迪AL以
及奔驰E级等价格的主要价格
区间。

其实，辉昂的价格区间还涵
盖了众多入门级豪华车的加长
车型的价格区间，由此看起来，
辉昂意在老少通吃。

辉昂拥有众多越级配置，很
多首次出现在同级德系高端车
型上；如“红外线夜视成像系统”

“平视显示系统”“自适应空气悬
架”等，反映辉昂在进军豪车市
场的重要决心。

不过，谈及辉昂的未来的销
量目标，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外方
负责人透露的声音却出人意料，
他说，辉昂不是抢夺 ABB 的市
场，而是抢夺其他的竞争市场。
他认为，首先辉昂是大众品牌新
型豪华车车，市场认知度比较
低，品牌溢价能力还很难短期内
与ABB相比，需要一定积累，但
与二三线豪华车品牌相比，辉昂

则更有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
“前期我们先不谈辉昂的销

量，我们想让消费者知道辉昂，
然后喜欢上辉昂，”他没有透露
辉昂销售期望目标。

那么一定程度上，辉昂前期
的目标是二三线豪华车品牌车
型，比如雷克萨斯、捷豹路虎、凯
迪拉克以及沃尔沃等入门级以
及中级豪华车市场。

作为一款国产的大众C级
豪华车，辉昂同样具备了豪华车
企业本土化生产成本优势，同时
继承了辉腾豪车制造经验与肩
辉腾的工艺水准与品质，其势力
值得二三线豪华车品牌警惕。

全新捷豹XFL登场

未来每年至少上市一款新车

■资讯

辉昂和辉腾是什么关系？
很多汽车媒体人士一直纠结于
此，因为这关系到辉昂的市场
身份。

辉昂问世，辉腾停产绯闻
四起，同为大众系列产品，同为

“辉”字辈开头的高端产品，辉
昂和辉腾的替代关系被媒体和
观察者进行了充满想象力十足
的解读。

即使在8月份的试驾报告

中，很多媒体以辉腾的名义去
解读辉昂这款车的市场定位与
产品特性，看起来十分专业，理
性人看来，看起来有些别扭，但
又感觉十分不妥。

那么辉昂和辉腾真实的是
一种什么关系。其实的情况
是，辉昂和辉腾的关系很简单，
没有半毛钱关系。

辉昂与辉腾定价也是相去
甚远，辉腾的价格区间从80万

元到150万元，辉昂目前公布预
售价格区间为35万到67万元，
可以说，两者从价格上就不是
同一市场区间。

因此，辉昂代替辉腾的市
场逻辑是不通的，而且辉腾在
中国市场销售不多，不一定强
调可替代性。可以说，辉昂面
对的主要入门级豪华车和中级
豪华车市场，辉腾面对应该是
高级豪华车市场。

上汽大众：对企业具有三重意义

市场定位：厘清与辉腾的关系

竞品分析：不和ABB抢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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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 ，上汽通用汽车
宣布三大品牌全新混合动力车
型——凯迪拉克CT6 PHEV插电
式混合动力型、别克全新一代君
越全混动和雪佛兰迈锐宝XL全
混动将于年内上市。这三款车
型基于各品牌最新主力产品平

台打造，搭载通用汽车全球领先
的最新一代新能源技术，为消费
者带来综合性能实现全面超越
的崭新驾乘体验。这既是上汽
通用汽车积极践行节能减排承
诺、全面推行电气化的战略举
措，也标志着企业在新能源技
术、产品型谱和市场布局上，开
始了新一轮的领跑发力。

上汽通用宣布：

年内上市3款全新混合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