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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 SUV 市场的空前火爆 ，
让不少汽车厂商纷纷加入这一战场。
谈起国内 SUV 所走的路线， 明显存
在着一些误区：一个是过于依赖产品
力，几乎不做任何营销；另一个是把
SUV 当轿车一样推广， 缺乏 SUV 独
有的营销之道。

在众多汽车厂商中， 像广汽长丰
以 SUV 制造闻名的企业，走了一条以
赛事带动营销、 以赛事打造文化的发
展路线，为中国 SUV 厂商带来了明显
启示。通过不断参加越野赛事，广汽长

丰一方面验证了产品的过硬品质，并
将赛事资源充分利用到终端销售，让
赛事营销真正贴地飞行；另一方面，广
汽长丰在参赛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越
野文化，并推出了各种越野体验活动，
让越野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启示一：
SUV 的品质是“赛”出来的

要验证一款 SUV 的品质， 也许

有各种手段可以实现， 但最
长期且有效的方式莫过于接
受越野赛场的考验。 比起一
些空谈品质的汽车厂商，广
汽长丰正是通过不断参赛来
验证产品的过硬品质。 因为
相比其他悬挂、发动机、车壳
都不是一个车厂的深度改装
赛车， 广汽长丰的参赛车辆
是在量产车的基础上进行简
单改造，可以说是最“原汁原

味”的了，但它却能屡建奇功，战胜众
多“改装怪兽”，不得不让人赞叹广汽
长丰量产车型的卓越性能。

据统计，2011 年广汽长丰组织车
队共参加了 5 场全国汽车越野系列赛
（CCR） 和 6 场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
标赛(COC)，拿下了包括厂商杯、俱乐
部杯和个人成绩等 25 项冠军。 其中，
广汽长丰华南虎车队年初连续在漠
河、景谷、东川等分站赛创下了四冠王
的好成绩， 更分别在巴丹吉林沙漠越

野赛和阳山场地越野赛成功拿下
CCR 和 COC 的年度总冠军， 成为
2011 年赛季当之无愧的越野霸主。

启示二：
有赛事，更要有营销

然而，国内不乏像广汽长丰那样
积极参赛的汽车厂商，但真正做到与
营销结合起来始终少之又少，大多数
厂商还停留在“有赛事，无营销”的状
态。 而广汽长丰则将赛事营销上升到
提升销量的“双引擎”战略的高度，连
续展开了一系列借赛事资源发力终
端的活动，将赛事资源与终端销售紧
密结合， 实现赛事营销全面升级，为
进一步开拓私人消费市场打下了坚
实基础。

据了解，为充分利用车队漠河夺
冠的影响力，广汽长丰于去年 4-7 月
在全国 29 个城市举办了飞腾 “漠河

冠军纪念版”巡回上市活动，并
从中选取 12 个城市开展“越野
冠军试训营”，首次将赛事资源
与新车区域上市完美结合 ，通
过冠军纪念版上市、 冠军纪念
版试驾等活动充分满足越野赛
事迷的探索欲望， 是广汽长丰
在赛事营销领域的一次全新探
索。 7-8 月，广汽长丰又相继举

办了长沙站 、成都站 “T3 群英汇 ”车
主挑战赛， 赢得消费者的一致赞誉，
为中国汽车界树立起了赛事营销的
新典范。

启示三：
赛事营销的最高境界是营

造文化崇拜

从参加赛事、 到结合赛事进行营
销，最直接的效果是企业形象、产品销
量的提升， 但赛事营销的最高境界应
该是营造一种文化崇拜。 尽管在国内
已有一些自发形成的民间越野组织，
如豹团、飞腾帮等，但在很多人眼中，
越野依然是一种追求冒险精神的小众
运动。

作为国内最早生产越野车、 最早
参加越野赛事的汽车厂商之一， 广汽
长丰一直致力于向大众普及越野文化

。 数十年来， 通过在越野赛场不断打
拼， 激情迸发的越野文化早已融入广
汽长丰的血液， 成为企业文化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更可贵的是，广汽长丰对
越野赛事的执著已深深影响了一代
人，成为中国越野文化的开拓者。

从越野冠军试训营到 “T3 群英
汇”车主挑战赛，广汽长丰始终从越
野爱好者的实际需求出发，让他们在
越野体验中感受广汽长丰 SUV 的产
品魅力， 感受不一样的越野文化，将
高高在上的专业越野演化为普罗大
众的快乐越野。

用业内专家的一句话来说，中国
汽车营销已进入了全新的体验时代，
尤其是以 SUV 制造见长的企业更要
注重产品的体验。 广汽长丰一直以来
所坚持的以赛事带动营销、以赛事打
造文化的发展路线， 是对旗下 SUV
产品的最好诠释，营造出一种越野文
化崇拜，具有明显的行业指导意义。

2011 年，宏观经济和产业政
策的双重压力使中国车市遭遇
拐点，告别了近几年高速增长的
局面。 但是，市场遇冷却更能显
示出一些企业强大的实力和品
牌竞争力。 作为中国最优秀的合
资企业之一， 一汽-大众在今年
的市场中逆势而上，继续做大做
强，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不久前， 一汽-大众迎来了
第 100 万辆轿车的下线，顺利完
成了年产量破百万的任务。 统计
数 据 显 示 ，2011 年 1 -11 月 一
汽-大众总销量已达到 96 万辆
（含进口车），同比增速为 11.6%，
远高于乘用车市场 9.4%的增长
率； 全年产销突破百万大关，再
次刷新历史纪录，提前一年实现
了公司产销百万辆的目标。

在取得突出产销业绩的同
时， 一汽-大众的销售满意度和
服务满意度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 J.D.Power 2011 年度调查结
果中， 一汽-大众奥迪品牌 SSI
销售满意度以 887 分的成绩获
得第一名，大众品牌销售满意度
以 869 分获得第三名； 大众、奥
迪两大品牌的 CSI 服务满意度
也均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强化基地建设
突破产能瓶颈

近几年， 一汽-大众旗下各
款产品的热销使产能不足成为
制约一汽-大众发展的瓶颈 。
2011 年，一汽-大众仍然面临产
品供不应求的局面。 为了加大产
品供应 、 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 一汽-大众一直致力于产能
改造和提升，在全面完成产能改
造项目的同时，还根据市场需求
重新组织了生产班次，通过科学
合理地调整生产流程，提高单位
时间内的产量，最大程度地挖掘
生产潜能。 销量的大幅增长也证
明一汽-大众的产能提升工作卓
有成效。

在不断完善长春生产基地
的基础上， 一汽-大众又加速推
进成都 、 佛山两大生产基地 。
2011 年 10 月 13 日， 一汽-大众
成都轿车三厂正式投产，初期产

能为 35 万辆，2013 年将达到 45
万辆。 成都轿车三厂的投产不仅
使一汽-大众的总产能超过 100
万辆，更标志着其在西南地区的
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1 年 12 月 1 日，一汽-大
众佛山分公司正式成立。 佛山分
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一汽-大众又
一个现代化轿车生产基地的建
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佛山工厂预
计于 2013 年 8 月建成投产 ，首
期产能将达到 30 万辆。 届时，一
汽-大众从北到南的“铁三角”布
局也将完成 ，到 2015 年 ，长春 、
成都、佛山三大生产基地将共同
实现年产 165 万辆的宏伟目标。

完善体系能力
增强综合实力

在研发方面， 一汽-大众经
过 20 年的积累， 已经建立起了
成熟的研发体系，拥有了扎实的
硬件基础和强大的技术力量。 一
汽-大众目前拥有造型试验新车
间 、造型与虚拟现实中心 、预批
量中心以及质保部测量技术中
心和多个实验室等重要部门；在
预开发能力、本地化开发、国产化
认可、 零件开发以及试验试制方
面拥有领先实力。 从新宝来的诞
生， 到全新奥迪 A6L 的面世；从
全新一代迈腾的批量投产， 到纯
电动车开利的开发，一汽-大众通
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已展现出强
大的自主研发能力；2012 年更将
形成车身本地化开发的能力。

在生产方面， 一汽-大众始
终注重供应链综合管理能力的
提升。在成都工厂的建设过程中，
有近 30 家零部件配套供应商入
驻厂区周边 5 公里内的零部件工
业园区，为轿车三厂高质量、高效
率生产打下了坚实的物流基础。
而佛山分公司的成立， 更吸引了
优质的世界 500 强零部件供应
商，目前已有 50 多家一级汽车配
套商来到佛山。 这将使佛山具备
从整车到汽配到原材料供应的完
整、丰满的产业链。

在质量保证方面， 一汽-大
众始终以 “质量至上 ”为发展理
念 ，建立了独具特色的 “全员全

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 引进德
国先进的奥迪特质量评审制度，
采用系统的、行之有效的质量保
证措施。 无论是产品研发还是原
材料入口 、备件供应 ，都处于统
一的质量标准管理体系之下。 生
产过程全部实现计算机控制，同
时应用世界先进的在线检测技
术， 确保了产品质量的优异、恒
定。

在市场营销方面， 一汽-大
众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运转高
效的营销网络。 在中国版图上，
一汽-大众两大品牌旗下的经销
商已超过 600 家，服务半径达到
50 公里以内。 国际标准的 4S 销
售模式、 数以万计的营销人员，
高效率 、人性化的服务 ，形成了
一汽-大众强大的营销网络体
系。

此外 ， 合作伙伴合作与发
展 ，企业文化建设推进 ，也为体
系能力构建起到了强有力的支
撑作用。

与此同时， 一汽-大众在勇
担社会责任方面也不遗余力。 除
了建设绿色工厂， 开发蓝驱、电
动车型等， 一汽-大众也通过实
际行动，践行着企业公民的社会
责任。 多年来，一汽-大众“中国
新未来”行动不仅捐资兴建希望
小学，为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提供
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丰富的教
学设施 ， 还定期对他们进行回
访， 时刻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成
长状况。 近日一汽-大众向内蒙
古呼伦贝尔哈克镇希望小学捐
赠了一批体育器材，使孩子们能
够尽情感受冰上运动的乐趣。 在
企业内部， 一汽-大众尊重人才
和注重员工培养，使员工充分团
结 ，凝聚力日益增强 ，多次获得
“最佳雇主”、“最具人气雇主”等
称号。

“厚积二十年，呈展翅之美；
突破百万辆，聚升腾之力。 ”以百
万辆规模的完善体系为依托，一
汽-大众将继续夯实基础、 做强
体系 、迎接挑战 ，实现产销规模
和综合实力的同步发展，成为中
国最优秀的汽车合资企业和员
工最满意的公司，在可持续发展
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王天笑）

日前，由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马自达（中国）”）自
2009 年起全程赞助的“上海市青少年
主持人大赛”， 经过近三个月初赛、复
赛的层层甄选， 在上海浦东青少年活
动中心举行了少年组与高中组的决
赛。经过紧张而激烈的角逐，高中组的
吴佳颖、少年组的王融融脱颖而出，分
别荣获各组一等奖。

大赛参赛者以 “童年与车” 为主
题，小选手们的演讲内容精彩、热情洋

溢， 最终评委们在各组中分别选出三
等奖各 3 名、二等奖各 2 名、一等奖各
1 名， 对其他参赛选手也授予优秀奖
以资鼓励。 马自达（中国）执行总裁山
冈显二郎到场聆听了比赛， 并亲自为
获得高中组与少年组一等奖的选手颁
发了证书。 获得本次大赛高中组一等
奖的吴佳颖同学在赛后表示：“能够参
加这次大赛并且最终赢得高中组一等
奖，我感到特别的开心。通过比赛选拔
的层层考验锻炼了自己， 此外也真切

体会到汽车与人以及整个社会之间的
密切联系， 对汽车社会的关注度也大
大增强了。 希望今后能够用我们青少
年的声音积极唤起社会各界对于汽车
安全和环保意识的更多关注。 ”

马自达（中国）执行总裁山冈显二
郎在为获奖同学颁奖后表示：“能够参
与这场青春洋溢的比赛我感到非常荣
幸。 马自达秉持着‘Zoom-Zoom 可持
续宣言’，始终以制造融合驾驶乐趣与
安全环保的汽车为目标。 在急速成长
的中国市场上， 为构筑可持续发展的
汽车社会， 提高人们的安全环保意识
极其重要。 马自达（中国）希望借助上
海市青少年主持人大赛这一绝佳的平
台， 帮助青少年了解并思考汽车安全
与环保的重要性， 推动在中国汽车社
会中交通安全与环保启蒙活动的开
展。 ”

马自达作为跨国企业， 一直非常
重视并积极参与着区域社会的社会贡
献活动。 马自达（中国）依据中国国情
及社会需求，在赈灾援助、交通安全及
青少年培养等三大方面努力践行。 作
为在华企业公民，马自达（中国）将继
续积极参与各种公益及社会活动，并
通过在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社会
贡献活动实现自身的企业社会责任。

（谭遇祥）

2011 年的前 11 个月，起亚汽
车全球销售同比增长了 18.7%，达
到 2,264,262 辆。而其 11 月份在欧
洲、北美、中国的市场销量同比增
长更是分别达到了 40.9%, 36.7%,
33.4%。 这表明了起亚品牌全面发
力。

究其原因， 这是起亚全球品
质、体育营销、优质售后的综合突
出表现。 2011 年， 豪华轿车凯尊
（K7）获选 UAE Wheels 汽车杂志
“2010 年年度最佳家庭轿车”。 城
市 SUV 代表索兰托在 IIHS 碰撞

测试中获得的“最佳安全车奖”。彼
得·希瑞尔出任起亚首席设计师，
全面提升起亚设计品质， 建立起
“设计提升品牌”体系。 在澳网、世
界杯 、 欧洲杯 、X-GAMES、NBA
赛场，以及在全球连续开展三届的
澳网业余公开赛上，起亚品牌和主
力车型频频亮相。 尤其在中国市
场，这一赛事聚集起越来越多都市
精英，广泛深入传递起亚“激情超
越梦想”全球品牌形象。明年，起亚
继续举办澳网业余赛以外，还将针
对欧洲杯、伦敦奥运会推出一系列

体育营销举措。 同时，起亚还在中
国进口车市场推出了优质售后服
务 ，包括针对霸锐和凯尊 （K7）两
个高端车型提供“5 年不限公里数
保修” 服务、 全车系实行 24 小时
VIP 道路救援服务等等。 经销商数
量也由目前 58 家， 在明年年初扩
展至 60 家。

起亚耕耘中国市场五年，实现
了既定战略部署和销售持续增长。
2012 年，在新任总经理尹泽镐“深
耕策略”指引下，进口起亚欲在中
国市场绽放更多光芒。 （徐萌）

广汽长丰赛事营销对中国
SUV厂商的启示

本刊记者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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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起亚品牌蝶变 同比增长近四成

马自达上海青少年主持人大赛决赛落幕

广汽长丰“越野有理”。

马自达(中国)执行总裁山冈显二郎（右）与上海市广播电视学会
常务副会长李尚志（左）共同为高中组一等奖选手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