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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周五， 东风日产易租车湖南区域启动仪
式在长沙东风日产专营店隆重举行。 东风日产
乘用车公司水平事业开发部徐川副部长在启动
仪式上谈到东风日产易租车现已在全国 26 个
城市设立了 53 个租赁网点，服务车队规模超过
1500 台。未来几年将以几何级数增长，实现东风日产 4S
店全网络覆盖， 全国异地租还， 车队规模将超过 2 万
台。

据悉，“易租车”品牌服务是东风日产以专营店服务
网络和服务能力为支撑的汽车租赁服务，是东风日产于

行业内首推的创新性汽车服务
品牌，秉持“原厂品质 服务随
行”的服务理念，以全程专业畅
捷的汽车租赁服务， 满足客户
商务出行、 公务接待、 旅游度
假、维修代步、新车体验等多元
化的用车需求。 “易租车”也是
东风日产全新“感心服务”品牌
的新一轮延伸和实践， 是东风
日产实现服务品牌提升的新跨
越。

作为一直专注于产品和服务的汽车厂商， 东风日
产在 2009 年底就推出了“易租车”服务品牌。 与其他汽
车租赁服务相比，“易租车”可谓个性独具：一、车况上
佳。 “易租车”服务为客户提供的是东风日产全线车型、
全新车辆，以技术保证品质，使每辆车均以上佳的状态

候驾，让客户租车更放心；二、服务专业。 “易租车”整合
了东风日产专营店维修保养、保险管家、24 小时道路救
援等原厂服务资源，让客户体验“无缝式的车辆服务”，
客户租用一台车的同时享受东风日产“感心服务”所包
含的所有内容，保障客户租车的各个环节。 三、无限增
值。 “易租车”提供送车上门、深度试驾、维修代步、异地
租还等服务，租车手续简便、服务手段灵活，易租车会
员还可享有租车折扣、 优先预订、 积分兑换等增值服
务。 也正是如此，东风日产易租车特有的“原厂品质”和
“无缝式的车辆服务”能力所能为客户带来的信赖感是
难以被其他租赁公司所复制的。

临近年底，正值易租车业务开展 2 周年之际，主题
为“原厂品质护航，轻松租车无忧”的易租车庆典活动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与此同时，长沙各东风日产专营店
也将推出一系列“优享生活 欢乐出行”主题优惠活动
回报广大消费者，敬请持续关注！ (谭遇祥)

———东风日产易租车湖南启动仪式

轻松旅程 “易”彩纷呈

� � � � 10 月 11 日-12 日，以 “从生
产大国到创新强国的跨越” 为主
题的 2011 全球汽车论坛在成都
举行。 其中，自主品牌企业华泰汽
车审时度势，定位中高端，比肩合
资品牌， 抢占其传统优势市场的
战略行为赢得了与会者的高度关
注。

能否变自主品牌在消费者心
中“低质低价”的印象，一直是自
主品牌向中高端领域进军前所面
对的难题， 也是制约相当多的自
主品牌不得不困守低端领域的根
本 原 因 。 然 而 华 泰 却 毫 无 畏
惧———首次涉足轿车领域之时即
以 B+级轿车 B11 进军中高端市
场， 这正是因为过去十年取得的
优异成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使
华泰有叫板合资品牌的实力。

华泰汽车拥有一支包括 70
余名来自美国、意大利、法国、韩
国专家在内的近千人的研发团
队，过去十年，华泰在技术发展方
面， 不仅引入意大利 VM 高效清
洁柴油发动机和德国 ZF 变速器
技术，又相继从意大利、德国、日
本、美国等全球 11 个国家采购各
类尖端设备， 打造出生产线自动
化率高达 97%，平均每 46 秒就有
一台清洁高效的发动机和变速器
下线的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清洁
型柴油动力总成基地， 这无疑为
进军高端品牌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然而自主品牌市场形势在大
众眼里一直是不容乐观的， 在谈

及对当前外部市场环境看法时，
华泰汽车控股集团常务副总兼华
泰汽车集团总经理侯海靖表示：
“在低端市场萎缩的同时，在中高
端市场上还有广阔的空间。 自主
品牌固守低端领域将面临重重困
难，迎难而上，利用过去十年所积
累的技术，进军中高端领域，充分
发挥自主品牌所固有的价格优
势，反而有机会闯出一条道路。 ”

在 2010 年底由新浪汽车频道
与新华信国际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联合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 由于
价格适中，性价比出色，近七成的
受访者表示将接受高端自主品
牌———这也证实了候总的想法。

可以说， 进军中高端领域内
部自身条件和外部市场环境兼
备， 但并不意味着华泰汽车在中
高端领域的发展将会一帆风顺。
对于竞争的残酷性和激烈性 ，华
泰汽车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
和长远的应对策略。

“目前为止我们的首要任务
还不是研究销量与产能， 我们首
先研究的是研发的质量、 零部件
的质量、制造的质量、销售服务的
质量。 要先以优异的产品品质在
中高端领域打响口碑、站稳脚跟，
然后再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侯海
靖在谈及进军中高端领域时目标
清晰。 毫无疑问，这种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的发展战略， 对于其他
正在尝试或者打算向中高端领域
进军的自主品牌而言具有宝贵的
借鉴意义。 (谭遇祥)

� � � � 近日， 本刊记者从一汽马自达处获悉， 11 月 1
日～12 月 31 日期间，购买马自达 6 任一车型均将享受
限时、限量购车送大礼活动。 此次推出的大礼包括 12
项电子模块免费升级、价值 2400 元的车损险、1000 元
的油卡，以及 3 年 10 万公里的售后服务承诺。

记者预测， 车市从 11 月份开始将提前步入春节
消费高峰， 许多消费者买车后即将面临春节期间的
频繁用车或长途驾驶，马自达 6 在此时机推出多项大
礼，是一项非常贴心的举动。 此次各项大礼都切实针
对消费者的核心需求，12 项电子模块升级主要集中
在电动门窗，让行车更显安心与便捷。 车损险是大多
新车用户的必购保险选项之一， 价钱占到了整车全
险费用的一半， 让许多用户大呼 “伤不起”。 此次限

时、限量大礼中买车即送车损险，对用户来说既实用
又实惠。

据一汽马自达相关负责人介绍， 从 “3 年 6 万公
里”升级到“3 年 10 万公里”，一汽马自达酝酿已久，目
前来看，中高级车品牌一般仍在采用“2 年 6 万公里”
的质保期， 马自达 6 此次质保期升级是从用户的实际
需求出发，可谓一举迈入领先行列。

马自达 6 凭借引领时尚的设计风格、 技高一筹的
操控性、领先同侪的性价比，始终占据着中高级车市场
的价值王座。从今年前 9 个月的销售数据来看，马自达
6 仍然是中国车市最畅销的 2.0L 车型。此次安全、安心
的价值升级，使马自达 6 的性价比再次大幅提升。

(徐萌)

� � � � 2011 年 10 月 29 日-30 日 ，主
题为“华晨精品 绿悦于晨”的 2011
年华晨汽车全国巡展活动长沙站在
科佳商业广场正式举行。 我国自主
品牌主力军华晨汽车将率旗下包括
中华 H530、中华新骏捷、中华尊驰、
中华骏捷 FSV、 中华骏捷 FRV、中
华骏捷 Cross、阁瑞斯 MPV、金杯海
狮等全系精美车型强势登场， 奏响
自主品牌最强音。

据华晨汽车有关人士介绍，此
次巡展活动将在全国 27 个城市中
展开，共计历时三个月。这不仅是一
次传统意义上的整车展示， 更是对
华晨汽车“精品战略”的深化、对其
“绿色主张”的又一次诠释，“绿悦于
晨”即以绿色环保的理念取悦公众。
通过巡展活动中丰富多彩的节目表
演、 全方位的品牌车型介绍和现场
体验及咨询， 将进一步向广大消费
者全方位、立体化展现华晨汽车“高
起点打造自主品牌”的发展道路。值
得一提的是， 不久前荣耀上市的中
华 H530 也将出现在此次华晨汽车
全国巡展的华丽阵容中， 并将成为
其间最闪耀的明星， 领衔华晨众车
型刮起一场席卷大江南北的 “中国
风”。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十二五”
的到来， 中国汽车市场已经由群雄
逐鹿发展成以产业集群化、 技术制
胜、品牌为先为核心的新形势。作为
民族汽车自主品牌主力军， 此次巡
展充分展示了“华晨发展模式”引导
下的华晨汽车以创新求超越， 不断
进取的产品研发和品牌实力。 相信
巡展将在全面展示旗下产品的卓越
品质和品牌的服务水平的同时，树
立起自主品牌阵营的全新品质标
杆！ (王天笑)

审时度势
华泰汽车定位高端比肩合资品牌

岁末冲刺 马 6限时、限量送大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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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 月 29 日，由上海大众湖南世华、湖南申湘、星
沙众兴、湖南华众共同发起的“欢畅试驾，情满大众”大
型试驾会激情上演。 众多长沙车友深度体验， 亲身感
受了全新一代帕萨特“TSI+DSG”黄金动力组合带来的
欢畅驾驶乐趣。

为了能够让广大爱车一族全面了解和体验上海大
众汽车的极致性能表现， 活动现场共有全新帕萨特
2.0TSI 和 1.4TSI 等上海大众主力车型供现场来宾试
驾。 主要测试内容有：加速和动力性能测试、S 弯道测
试、紧急制动测试、PLA 自动泊车系统测试、安全配置
等。 通过现场试乘试驾， 长沙车友亲自体验了上海大
众车型的卓越操控性能，感受全新一代帕萨特所带来
的“智能舒适科技”，“前瞻智慧保障”“灵动随心驾驭”，
“尊享人性体验”所带来的驾驶乐趣！

上海大众汽车全新一代帕萨特是 PASSAT 品牌在
中国的最新力作。 全新一代帕萨特是基于大众汽车集

团新一代 B 级平台、面向中国市场推出，具有全系技
术、符合中国消费者审美需求的先进中高级轿车。全新
一代帕萨特通过打造“卓之道、御之道、尊之道、泰之
道”全方位的驾驶体验与感官体验，给中国中高级车市
场带来一股全新的驾驶风尚。

全新帕萨特作为一款具有国际战略意义的车型，
在上海大众整个产品体系内充当着旗舰车型的先锋作
用。 上海大众湖南区域负责人盛敏表示，“本次全新帕
萨特深度试驾会的目的在于让更多的人能近距离、全
方位地体验新帕萨特采用的全新技术而带来的非凡驾
驶感受，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喜爱上
海大众车型， 钟爱帕萨特车系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经
典的传承和与时俱进的豪迈风范。 接下来我们还将针
对新帕萨特开展一系列更加精彩的活动， 让更多的朋
友能够感受到上海大众带来的专业服务和保姆式的用
车体验。 ” (谭遇祥)

全新帕萨特畅行长沙
尊享感恩四重惊喜大礼

东风日产易租车湖南启动仪式。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水平事业
开发部徐川副部长现场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