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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公司
深化商务领域改革

9月8日，神龙公司宣布实
施商务领域深化改革的组织机
构演变和人事任免，东风雪铁
龙、东风标致品牌均由原来的
10个大区优化整合为5个大区，
并强化考核激励机制。

神龙公司此次深化改革是
对今年4月商务领域变革的深
化和延续，进一步做实大区制，
深化区域营销；也是神龙公司
适应当前经营发展形势、因时
而变提升区域营销效率的重要
举措。

此次变革，进一步理顺了商
务领域的权责关系和组织职能：
强化了商务副总对商务领域整
体业绩的直接责任，加强其对下
属部门的领导权和考核权；进一
步做实大区制，东风雪铁龙、东
风标致品牌均由10个大区优化
整合为五个大区，设置大区总监
岗位，强化大区对所有区域业务
的统筹管理；重新进行人岗匹
配；强化大客户职能，深入拓展
大客户销量；推进激励机制优化
创新，出台实施营销领域的薪酬
激励政策；加快推进干部管理的
职业化和市场化，做到干部能上
能下。

2017 年是神龙公司的“变
革创新”年，面对巨大市场压力
与挑战，4月，神龙公司宣布实
施商务领域组织机构变革，优
化营销管理体制与决策运行机
制，按照“营销总部管总，品牌
部管建，大区主战”、“责任与权
力对等、目标与资源匹配”“垂
直式管理与矩阵式管理相结
合，重在强调协同作战”的总体
改革思路，集中有限资源要素，
加大向营销一线与区域网点倾
斜的力度，在着力解决“有人
（即经销商）愿意卖，有人（即终
端客户）愿意买”两大突出问题
的同时，努力实现“三个提升”，
即提升面向终端客户的决策效
率，提升新型业务快速拓展能
力，提升跨职能一体化协同运
营效率。

经过 5 个月的营运实践，
市场销售呈现积极变化，集中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网点库
存结构“由高位盘整，向低位
下探”，库存结构系数持续大幅
降低，开始步入良性循环通道；
二是区域管控力度不断加大，

“飞车”及区域网点恶性竞争现
象，得到有效遏制；三是随着东
风标致旗舰SUV5008、东风雪铁
龙 SUV 天逸 AIR CROSS 等全新
产品的投放，商务政策更加透
明公正、务实高效，产品结构
持续优化，销售人气与市场走
势日趋向好，经销商的信心日
益增强。

神龙公司总经理苏维彬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深化改革，为
神龙公司营销工作带来新的思
路、新的机制、新的方法，并优化
资源配置，打造新的团队，全面
开创营销工作的新局面。

青年报 程元辉

近年来，SUV成为国内市场
中最热门的车型。上汽大众洞
察市场走势，在今年相继推出
了途观丝绸之路版 300TSI、全
新途观L与Teramont途昂。大
众品牌SUV以家族的阵容征战
各细分市场，满足了消费者的
差异化需求。

Teramont途昂自3月上市
以 来 持 续 热 销 ，截 至 8 月 ，
Teramont 途昂累计销量已达
36，562辆。5个月来，Teramont
途昂销量不断刷新纪录，已连
续两月实现销售超8000辆，稳
固了其在大型SUV市场的领军
地位。

今年，全新途观L与途观丝
绸之路版“双剑合璧”，势不可
挡。短短8个月，途观累计销量
突破 20 万辆，同比增长高达
39%。截至8月，途观上市7年
来累计销量已突破150万辆，印
证了途观在合资SUV市场中的
标杆地位。

上汽大众旗下，1-8月销售近24万辆

大众品牌SUV8月销量夺双冠

最新数据显
示，1至8月，上汽
大 众 大 众 品 牌
SUV 家族共计销
售 近 24 万 辆 ；
Teramont 途 昂 、
全新途观L与途观
丝绸之路版聚合
力，SUV产品累计
销量同比增长超
六 成 。 其 中 ，
Teramont 途昂月
度销量持续攀升，
8月再创新高，实
现销售8，433辆，
坐稳大型 SUV 市
场 销 量 冠 军 宝
座。途观 1-8 月
累计销量同比劲
增近四成，合资
SUV 月销量冠军
之位从无旁落。

青年报 程元辉

青年报 程元辉

9月10日，德国宝沃汽车与
东创建国汽车集团（简称“东创
建国”）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指
定其作为四川省唯一战略合作
伙伴，负责实现宝沃汽车在四
川地区的网络全面覆盖。这将
是宝沃汽车为了实现年内对中
国市场的全面覆盖所作出的又
一重要举措。宝沃将通过区域
性具有强势资源的伙伴进行战
略合作，以期实现对各个区域
的全面布局。作为西南地区极
具影响力的专业化汽车销售服
务集团，东创建国与宝沃汽车
开展战略合作，无疑将使宝沃
汽车在西南市场的深耕与发展
进一步强化。

目前，宝沃汽车在中国已
经成功签约并建设了180家经

销店，实现了对中国170个市场
的深度覆盖。根据宝沃汽车规
划，预计在年底，宝沃汽车经销
商网络将增至220家，实现对中
国汽车市场的全面布局。为了
加速推进宝沃经销商网络，宝
沃汽车正在通过区域性领先的
汽车销售服务伙伴开展合作，
借助其优势资源，助推宝沃实
现区域深耕与布局。

在西南地区市场，东创建
国从1997年创建至今，已经成
为西南领先、全国前十的汽车
销售服务企业，连续十年蝉联

“通用亚太地区销售大师”、
“全国十佳汽车营销集团”，
“ 四 川 整 车 销 量 冠 军 ”等 荣
誉。正是基于东创建国优势
的资源和平台，使得宝沃汽车
极为看好与东创建国的合作
和未来发展前景。

目前，以四川为代表的西
南市场，近年来汽车销量增速
迅猛，已成为宝沃汽车销售的
主战场之一。从年初到现在，
宝沃汽车在西南地区已经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目前已经有14

家经销店在运营或建设当中。
而随着与东创建国战略合作的
开展，将使宝沃汽车对四川实
现全面覆盖的同时，也将进一
步提升宝沃汽车在西南地区的
市场销量比重。

■资讯

宝沃汽车与东创建国开展战略合作

德系高端中型SUV全新途
观L自1月上市以来，迅速得到
消费者的青睐，上市后第二个
月销量过万，截至8月累计销售
近11.8万辆，并连续数月获得
单一合资 SUV 车型月销冠军。
全新途观L拥有强健动感的造
型设计、宽阔舒适的空间、全面
周全的智能科技、卓越动力与
全路况出行能力，陪同车主一

起释放去往更大世界的渴望。
自2010年推出以来，途观

每一次的升级都引领着SUV市
场的变革，全新途观L的到来进
一步巩固了途观在合资SUV市
场中标杆地位。

近期，全新途观L独家冠名的
《最美中国》第二季，带领观众以
“大有可观”的精神看遍祖国的大
好河山，8省3万多公里的旅程，杭

州西湖、海南三亚、山城重庆、青海
茶卡等多地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
物在镜头下一览无余。节目虽然
已落下帷幕，但“大有可观”的精神
还在继续，全新途观L将继续陪伴
用户探寻美景，护航人生旅途。

随着“金九银十”的到来，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SUV家族凭
借过硬的产品实力，势必也将
迎来更为强劲的增长。

作为大众品牌SUV家族中的
实力旗舰，Teramont途昂自去年
首发亮相来，得到了业界的广泛
关注，频繁“上头条”。上市以
来，Teramont途昂强劲的产品实
力也赢得了用户的认可。

不少车主表示，Teramont
途昂很好地解决了其对大7座
SUV 的刚需。市场上 7 座中型

SUV往往受限于尺寸，而Tera-
mont途昂解决了这一问题，为
消费者带来“黄金第三排”以及
充足的储物空间，收获了一致
好评。此外，Teramont 途昂超
凡澎湃的动力、灵活精准的操
控、丰富高端的配置进一步成
就了其强劲的综合产品实力。

日前，“一带一路 昂扬在

途”大型跨国文化交流活动从
安徽黄山启程，Teramont 途昂
作为媒体报道车队的指定用
车，踏上了两万公里的丝路征
程。车队行经陕西、甘肃、新疆
等省份，面对复杂多变的路况，
Teramont途昂以出众实力展现
出了作为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的强者风范。

家族旗舰实力不凡 Teramont途昂强势圈粉

SUV家族聚合力 款款热销势不可挡

七年王者传奇继续 全新途观L再掀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