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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沃全新一代XC60在设
计上延续了现有的家族语言，包
括旗下经典的雷神之锤大灯，以
及维京之斧尾灯。新车前保险
杠、进气口和雾灯造型向沃尔沃
旗舰车型XC90看齐。另外，沃尔
沃全新一代XC60在国内已有路
试谍照曝出，由此看，新车有望
年内进入中国市场。

全新一代沃尔沃XC60正式
亮相前夕发布了新车的预告
图，新车继续搭载雷神之锤大
灯；中网方面则采用旗舰车型
XC90相似的瀑布式镀铬进气格

栅布局，其中该设计使中网面
积增大，增加前脸立体感。

新车尾灯造型更加时尚并
有别于XC90；尾灯在点亮后，光
带向后备箱方向延伸的设计是
尾部一大亮点，同时该设计不
但使新车尾部层次感增加，而
且辨识度有得到进一步提高。

内饰部分，新一代沃尔沃
XC60采用了沃尔沃最新的设计
风格，大尺寸的多媒体显示屏
两侧设置有长条状的空调出风
口，同时中高配车型仪表预计
会采用全液晶显示。此外，新

车轴距比现款车型增加，超过
2774毫米，同时后排乘坐空间
有望得到提升。

动力方面，沃尔沃最新研
发的 Drive-E 系列 2.0T 涡轮增
压发动机已在全新 XC90、现款
XC60 等车型上应用。未来全
新一代 XC60 有望采用同样的
动力系统，包含涡轮增压、机
械+涡轮双增压两种进气形
式，预计将推出T4、T5、T6不同
动力版本。

沃尔沃汽车与 3 月 2 日公
布了集团上个月全球销量数

据。2月份，沃尔沃在全球范围
内 共 售 出 36515 辆 新 车 ，与
2016年 2月的34552 辆相比增
长5.7%。

中国作为沃尔沃全球最大
的单一市场，它的贡献功不可
没，中国在2月份为沃尔沃贡献
了 5878 辆的销量，同比增长
20.8％，增速为全球各大市场的
首位。而如此好的成绩，主要
得益于XC60与S60L两款国产车
型的强势表现。所以，全新一
代XC60的推出将有望支撑沃尔
沃更上一层楼。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
布的《2016 年全国汽车经销商
满意度调查主要发现》显示，广
汽菲克荣膺2016年经销商满意
度 TOP 10。作为 2016 年合资
车企增速最快的黑马，广汽菲克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构建起
400家经销商组成的运营网络，
经销商满意度也顺利升至前十，
不仅再次凸显了广汽菲克产销
分离制的优越性，也表明“多品
牌模块化”的网络发展政策已经
催生出良性的化学反应。

创新战略“化解”行业
最复杂整合

去年，广汽菲克完成了堪称
近几年行业内最复杂的网络渠
道整合。4个品牌，进口、国产2
套体系，300多家不同背景、不
同基础的经销商，成立之初的广
汽菲克面临的渠道整合难度远
比从零起步的企业复杂得多。
得益于产销分离制，销售公司得
以充分发挥自主能动性和决策
权，积极响应市场变化，促进两
网快速融合。

围绕“管理创新、渠道优化、
制造升级”三大创新发展战略，
广汽菲克以业绩罕见的高效完
成了三款全新产品全新Jeep自
由光、全新Jeep自由侠和全新
Jeep 指南者的上市，极富竞争
力的产品组合使得经销商信心
十足。同时，广汽菲克在硬性指
标、销售目标的分配、市场资源
支持、政策支持等方面也保证公
平原则，还充分考虑了不同经销
商的实际情况，由此赢得了经销
商的信任。最终，广汽菲克以近
17万辆的全年销量新高交出了
销售元年的成绩单。

“多品牌模块化”
发挥最灵活优势

卓有成效的渠道整合是广
汽菲克2016年销量和盈利水平
快速提升的重要原因。对于渠
道这一基础布局，广汽菲克的解
决思路是“多品牌模块化”。“多
品牌”是指同一展厅既有进口车
也有国产车，既有 SUV 也有轿
车。“模块化”则是把车间和商品
车展示区分开来，二者又被分成
A、B、C不同规格档次，经销商可
以根据当地的城市规模，经济发
展水平，消费者消费习惯等综合
因素，“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建
店经营。

更灵活的发展方式不仅切
实减轻了经销商的投资风险和
资金压力，同时，多品牌之间的
协同效应更成为是广汽菲克网
络独一无二的优势。不仅如此，
广汽菲克还在资金、政策、人员
上都给予了经销商实际支持。
通过多品牌联合，低成本运营，
让更多的车型进入网络体系，配
合积极开展针对性的定制化培
训，既符合未来汽车网络集约化
发展经营的趋势，也极大地提升
了投资人的回报预期。

青年报 程元辉

沃尔沃全新XC60年内国产上市
■资讯

广汽菲克荣膺
经销商满意度前十

沃尔沃在2017年开始对旗下“60”系列车型进行换代，首款车是全新一代XC60。笔者从
沃尔沃官方了解到，全新一代XC60在3月7日开幕的日内瓦车展中进行全球首发亮相。全新
XC60基于SPA全新平台打造，同时外观方面相比于现款车型变化明显。 青年报 孙臣

青年报 车键

3月7日，在第87届日内瓦
国际车展上，保时捷推出多款
全球首发车型：首先是源自赛
道的911 GT3：这款高性能911
车型将日常驾驶与赛道乐趣完
美融合，其核心亮点是搭载了
新开发的368 kW（500 hp）高转
速自然吸气发动机。

据悉，911 GT3拥有更强大
的动力、更快的速度、更高的精
准度。而经过公路行驶验证
后，911 GT3 更在日常生活中
彰显其超强动力。这款高性能
911车型搭载一台输出功率为
368 kW（500 hp）的全新 4.0 升
水平对置式发动机。该发动机
源自 911 GT3 Cup 赛车，几乎
未做任何改动。重新设计的底
盘采用系统化轻质结构，并配
备后桥转向系统，可将发动机
磅礴的动力转化为超凡的驾驶
动态。

很多保时捷GT 车型用户
都喜欢开着他们的爱车在赛道
上 飞 驰 。 得 益 于 3.88 kg/kW
（2.86 kg/hp）的重量功率比，新
款911 GT3 可在赛道上施展出
令人惊叹的实力：在华标配

Porsche Doppelkupplung（PDK）
保时捷双离合器变速箱，这辆
双座跑车从零加速到100 km/h
仅需 3.4 秒，最高时速达 318
km/h，满油状态下整车重量仅
为1430 kg。

新款911 GT3所使用的底
盘技术源于保时捷赛车运动
的结晶，经过重新调教，其底
盘拥有了更为卓越的驾驶动
态性：这款双座跑车的座椅高
度比 911 Carrera S 低约 25
mm。除进一步改善的基础设
计外，911 GT3 的底盘还拥有
极佳的操控性，而这在很大程
度上归功于主动后桥转向系
统。在不同车速下，后轮将与
前轮呈反向或同向转动，极大
提升了车辆灵敏性与稳定性。
此外，动态发动机支承与电控
后差速锁也提升了911 GT3的
驾驶动态。独特的碳纤维尾翼
令新款911 GT3的外观更具超
跑风范，而轻质前脸与车尾，以
及全新优化的前扰流板，进一
步提升了911 GT3的空气动力
学性能。

911 GT3的内饰专为尽享
极致驾驶体验而度身订制：该
车配备源于918 Spyder 的 GT

运 动 型 方 向 盘 ，直 径 为 360
mm。保时捷运动型座椅升级版
带机械式前/后调节功能，并提
供了出色的侧向支撑，助力驾
乘者纵情享受这款跑车的动态
性能。而座椅高度及座椅靠背
均为电动调节。保时捷还为
911 GT3提供额外三种座椅选
择：自适应运动型座椅升级版
的所有座椅均可实现18向电动
调节；运动型桶型座椅配有可
折叠靠背、胸部安全气囊以及
手动前/后调节功能；桶型座椅
则由轻质碳纤维增强塑料制
成，并包裹在碳纤维漆面之中。

新款911 GT3标配了带有
在线导航模组的保时捷通讯管

理系统（PCM）以及保时捷智慧
互 联 模 组 升 级 版（Connect
Plus），从而可以实现诸多方便
快捷的互联功能与服务。除此
以外，为了给驾驶者带来更多
的驾驶乐趣，911 GT3还标配了
最新的 Porsche Track Preci-
sion 应用程序：这一源于赛车
运动的智能应用程序可直接与
车辆系统连接，当在赛道上驾
驶时，能够自动记录和显示所
获得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
行详细的分析。驾驶者可以启
动和记录在预设的全球约130
条赛道上的单圈用时。如果没
有目标赛道，驾驶者也可以在
该应用中自行添加。

保时捷新款911 GT3全球首秀日内瓦车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