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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青年报 程元辉

从3月20日出任宝能汽车
和观致汽车副总裁到观致汽车
新办公室总部入主虹桥商务区，
蔡建军正好是入主观致汽车半
年时间。

7月销量188.9万辆，同比
下降4%，其中乘用车同比下降
5.3%。SUV同比下降6.9%，合资
品牌、自主品牌同比双双下滑
5.1%和 6.3%。从整盘行情来
看，国内汽车市场确实不容乐
观。在车市整体低迷情况下，观
致汽车逆市突围，8月销量5224
辆，同比增长5倍。

今年 1~8 月累计销量达
41863辆，同比增幅449.5%，这
个数字意味深长，9月28日，观
致汽车在常熟工厂举办第十万
辆汽车下线。

在媒体沟通会上，蔡建军表
示，观致汽车活下去的首先是解
决销量问题，我们的逻辑是把量
走起来，通过营销带动生产，通
过生产带动成本的降低，业绩增
长了，投资者才能有信心。

换人如换刀
宝能赋能新变化

蔡建军表示，宝能赋能观致
之后在团队方面也有几个新的
变化。“第一个，新观致的团队迅
速到位之后，充满了激情、充满
了活力。”在观致的新办公地点
也看到，四层的办公室基本坐
满，根据公关总监侯勇的介绍，
目前研发和营销团队已经有
500多人，到年底观致研究院还
将扩充到1000人。

观致汽车除了目前的上海
观致汽车研究院，接下来，还将
会在西安、重庆、广州、深圳陆续
建立研发机构，组成宝能汽车的
国内研发体系。与此同时，宝能
汽车在欧洲建立了以慕尼黑和

都林为核心的工程和设计中心，
在美国硅谷建立了前瞻技术研
究和造型中心，这些构成了宝能
在国外的研发体系。

观致在构建新的营销团队
过程中，在过去的基础上需要重
新构建整套营销体系。对此，蔡
建军表示，“过去这块还是弱一
点，包括对终端的管理，包括对客
户的服务，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
为导向的竞争意识要形成。”

蔡建军说，我们的想法是观
致正在通过生产拉动营销、营销
推动生产的互动机制，从而实现
成本的降低。

学习前海人寿
解决销售难题

“营销，要解决了人力的痛
点。”蔡建军表示，观致要做的第
一件事情就是激发团队每个人
的潜能和活力，要建立属于观致
自己的管理和基本法。“我们最
近要制定营销的‘基本法’，就像
华为一样，我们对终端一定要有
基本法，终端的运营管理手册，
例如销售、服务的运营指南，让
整个终端的管理更有效、更标
准、更直接。”

在跟宝能集团旗下的前海
人寿交流之后，蔡建军开始要求
观致的营销团队向前海人寿学
营销，学习如何经营客户；学习
如何管理目标，“我们对目标的
管理要细化到每一个小时；学习
如何坚守目标，定了目标就要努
力实现。”虽然是一种挑战，但
是喜欢打硬仗的蔡建军坚持要

“想办法让大家实现”，把工作节
奏拉起来。

坦言从业20年来觉得汽车
行业做得还不够细致的蔡建军，
对于观致汽车9月28日第十万
辆汽车下线，也就是累积的10
万车主用户，表示要像爱护眼珠
一样爱护客户。但是，“我们做

的还是不够细，我们的终端，无
论是客户的管理，经销商的管
理，一定要管精、管透、管细，做
到位了，很多的业绩自然而然就
起来了。”

观致汽车在经销商数量方
面，也有了很大的进展。1～8
月份观致签约的经销商数量超
过100家，其中6月和8月集体
签约了81家，从而使观致汽车
的全国经销商数突破了200家。

蔡建军说，“之前只有100家
经销商，保持正常运营的只有20
家左右，宝能入主以后讲重赏之
下必有勇夫，我们也认真兑现，现
在新渠道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五年26款新车
全新产品矩阵规划

我们了解到观致汽车未来
的新车规划，到2022年，观致汽
车将推出26款新车，其中包括
轿车、SUV、MPV、纯电动车型以及
插电式混动车型。

根据规划，计划到2022年，
观致汽车将推出26款新车，其
中包括6款纯电动车型以及2款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剩余18
款均为传统能源车。2018年，
观致汽车计划推出三款紧凑级
轿车以及一款紧凑级SUV车型，
在新能源车型方面，今年年内观
致汽车计划推出一款纯电动轿
车，该车将是观致3 EV，新车预
计将于11月份上市。

2021年，观致汽车将推出
一款紧凑级SUV，一款中大级轿
车以及一款中大级别的SUV车
型，在新能源车型方面，将推出
两款纯电动轿车。2022年，观
致汽车将推出六款车型，其中包
括一款小型 SUV、两款紧凑级
SUV、一款紧凑级轿车以及一款
中大型 MPV 车型，在新能源方
面，将推出一款插电混合动力
SUV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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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全新一代途锐上
市。作为大众汽车倾力打造的
旗舰豪华SUV，全新一代途锐将
以全方位的安全性能，引领性的
数字化创新及智能科技等优势，
为消费者提供充满未来感的科
技体验以及安全、豪华的驾乘质
感，引领行业发展潮流。

近日，大众汽车旗舰豪华
SUV全新一代途锐在Euro NCAP
欧盟新车碰撞测试中以最高分
的成绩荣获五星安全认证，其卓
越的安全性能受到了权威机构
的高度认可，也进一步展现了其
在大型豪华SUV市场的强大竞
争力。

全 新 一 代 途 锐 在 Euro
NCAP欧盟新车碰撞测试所有类
别的测试中都取得了非常傲人
的成绩。 其中，在“成人乘员保
护”的测试项中，全新一代途锐
荣获89分的最高分，在“儿童乘
员保护”方面获得86分的高分，
在“安全辅助”类别中的得分为
81分。在测试中，全新一代途
锐在优化的车身结构、安全带、
座椅、安全气囊以及创新的安全
辅助系统等方面的安全性能都
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Euro NCAP成立于1997年，
20多年以来，一直是汽车界最
权威的安全认证机构。近年来，
Euro NCAP 的测试标准变得越

来越严格，测试项目包含各种不
同的碰撞场景，并且在驾驶辅助
方面也有着更严格的标准。能
够获得 Euro NCAP 五星安全认
证，对全新一代途锐的安全性能
是一种非常有力的认可，也充分
诠释了大型豪华SUV市场的安
全典范。

除了在车身、座椅等被动安
全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之外，全
新一代途锐配备了迄今为止大
众汽车最完整、最强大的驾驶辅
助系统、动力系统和舒适系统，
为驾乘者提供了最大程度的安
全性和便利性，使全新一代途锐
的安全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全新一代途锐的智能驾驶
辅助系统包括交通拥堵辅助系
统、车道保持辅助系统、自适应
巡航控制系统、前方交叉路口辅
助系统以及预碰撞乘客保护系
统等等，大大提升了车辆的安全
性能。此外，首次配备在全新一
代途锐上的 Night Vision 夜视
系统、全新打造的智能矩阵式
LED大灯系统等引领性科技也
进一步提升了行车安全。

全新一代途锐是大众汽车
倾力打造的豪华SUV新旗舰产
品，集合了众多大众汽车最新的
科技成果。其领先优势不仅体
现在安全方面，在外观设计、数
字化创新、智能科技、全路况表
现以及个性化体验等方面都具
有着引领性的优势。

观致汽车逆势增长四倍多

全新一代途锐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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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上海浦东召开
了主题为“引擎·维新”第四届中
国汽车品牌发展论坛。论坛由
凤凰网和寰球汽车联合主办。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汽车行业分会、中国国际商会汽
车行业商会会长王侠表达自己
对中国品牌的信心和寄望。中
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管委
会副主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王华
表示，“中国品牌汽车经历了层
层挑战，如今正面对走向成熟的
终极大考。中国品牌体系力有
了质的提升，有信心、有决心、有
能力在全球市场经历更大的风
浪考验，一旦胜出就会真正成为
全球品牌。”

作为长期观察汽车产业发
展的专业媒体，寰球汽车董事长
兼CEO吴迎秋表示，有的中国自
主品牌发展的较好。有的可能
已经面临困难，有的产品还停留
在1.0的时代，但是有的产品已
经接近到了 3.0 时代的水平。
3.0时代的中国汽车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需要对这个过程来一次
全面的梳理。

对此，北汽董事长徐和谊
有同样的信念：“中国自主品牌
围绕着技术升级、模式的创新
和品牌向上，进入到 3.0 新起
点。”在闭幕演讲环节，他认为

新起点有三大特征，新技术变
革、创新生态和消费升级。中
国自主品牌正在以超预期的速
度发生着深刻的巨变。例如，
北汽正在全面进入整车人工智
能时代。

而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吉利
汽车集团总裁兼CEO安聪慧从

“产品为王”、“坚持用户思维导
向”、“打造体系能力”、“开放包
容”等五个维度分享了吉利在
3.0时代的发展理念和感悟。希
望中国汽车品牌能够合纵连横、
优势互补、一致对外；需要集体
向上，通过良性竞争，脚踏实地
创新升级才能够实现高质量的
发展。

在新四化专场，四位嘉宾在
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
研究院院长赵福全的主持下，完
成了精彩的思想交锋。前途汽
车董事长、长城华冠董事长陆群
认为，“新旧势力的界定在于突
破，不在于先来后到”；奇点汽车
创始人兼CEO沈海寅则表示，能
升级的汽车才是智能网联汽车；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欧拉品牌总经理宁述勇指出，新
能源汽车发展的难处在于没有
固定的套路和打法。

营销分论坛和闭门营销午
餐会也是此次论坛的亮点。与
会嘉宾，围绕“品牌向上”的主
题，探讨品牌营销的虚实之道。

中国汽车品牌发展论坛
在沪召开

中国的新锐艺术家更加大胆
创新、勇于打破传统，以传祺GA6
为画布，以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
等大师作品为创作灵感，呈现出
笔触跳跃的创新艺术——广汽传
祺GA6“艺术新觉醒—艺术十城
巡展”。10月1日，这个有腔调
的车展空降“魔都”上海。

让绘画动起来
汽车是现代机械的集大成

者，绘画是平面且静止地展现立
体世界的载体。突破界限，就在
刹那间。当传祺GA6化身艺术
车，绘画既不再局限于平面，更
不仅是静止，而是真正被注入了
活力能动起来的。

跟随新锐艺术家萧涵秋创
作思路的指引，参观者漫步在

“艺术十城巡展”之中，观赏到的
是一幅幅用时代笔法致敬经典
艺术的画作，更是零距离地体验
到灵动的笔触随着传祺GA6的
车身线条而不断延展、变化，进
而迸发出的创新艺术的表现力。

不拘泥于传统的传祺 GA6
艺术车，还成为了观众SHOW出

我精彩的绝佳背景。在“艺术十
城巡展”上，观众纷纷与传祺
GA6艺术车合影留恋，纪录这个
时空穿梭，动静交融的时刻。

让设计感延展开
每款车都可以是一件得力

的出行工具，但并不都能称之为
艺术品。采用光影雕塑 2.0 设
计理念，传祺GA6将艺术灵感与
传统工业充分融合，尽显“艺术
型者”的气质与魅力。

设计之美不止于外观，传祺
GA6的内饰设计同样令人印象深
刻。置身于传祺GA6车内，360°
悬浮环抱航天一体式设计，搭配
极富现代感与未来感的金属拉
丝、银白色缝线和钢琴黑面板，令

整体内饰极具质感且富有生命
力。独有的Ice Blue冰蓝极光氛
围灯点缀，则展现出不凡的美学
品位。营造出格调高雅氛围的同
时，传祺GA6还用丰富的人性化
配置，包括前排座椅加热、电动座
椅三组记忆、后视镜电动折叠、空
调双区控制等，让极致舒适感渗
透至驾乘者的每寸肌肤。

凭借高格调的设计感、精致
的做工加上舒适的体验，传祺
GA6吸引拥趸无数，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将其评为车轮上的艺术
品。当新锐艺术与经典作品的融
合创新、机械与绘画的碰撞出火
花，传祺GA6又踏上了“艺术新觉
醒”之路、唤醒更多人心灵深处的
感动。

传祺GA6在沪举办创意车展
青年报 车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