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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 月 26 日 ，“全球品质 自信人
生”———东风雪铁龙全新爱丽舍在国
家会议中心震撼上市。 本次上市的东
风雪铁龙全新爱丽舍共有五款车型，
售价为 8.38 万-11.88 万元。

早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雪铁龙
2CV 以 511 万辆的销量传奇 ， 成为
“全球三大国民车”之一，开启了轿车
进入普通家庭的先河；1992 年， 源自
37 项国际顶级拉力赛冠军车型 ZX
的富康进入中国 ，以冠军性能 、可靠
品质开创了中国的 “家轿时代”；2002
年，爱丽舍问世，将 “精致生活 、精彩
演绎 ”的理念导入家轿领域 ，备受消
费者青睐。 今天，全球新一代欧系中
级车全新爱丽舍，见证并延续了雪铁

龙及东风雪铁龙在不同时代，始终坚
持以更高的标准、更新的理念引领全
球中级家轿发展的历程。

时代在变，生活在变，但“适用生
活”的理念始终不变。 随着全球汽车
市场结构和消费特征的变化，消费者
从偏重追求配置丰富 、 动力强劲的
“面子购车”逐渐回归，以满足生活真
实需要为主的汽车消费趋势日趋显
著。 全新爱丽舍顺时而生，传承“适用
生活 ”的研发理念 ，整合更高级别产
品标准，以“宽适空间 、可靠品质 、无
忧安全 ” 三大产品特色铸就全球品
质，完美诠释了雪铁龙 “舒适 、时尚 、
科技 ”三大核心品牌优势 ，致力于为
用户创造愉悦舒适的汽车生活，创领

全球中级家轿新标准。
作为一款全球战略车型，全新爱

丽舍将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陆续上市。
在土耳其 、 西班牙等已经上市的国
家，全新爱丽舍迅速赢得了当地消费
者的青睐, 已经成为雪铁龙销量增长
的主力车型，超出全年目标的 31%。全
新爱丽舍海外市场的抢眼表现已经
引起了中国市场的强烈期待，伴随其
在中国市场的上市，全新爱丽舍必将
为中级家轿车市场注入全新的活力，

引领主流车市新风潮。
厚积薄发，展翼腾飞。 承上延续

东风雪铁龙 21 年的辉煌历程，启下助
推东风雪铁龙驶入品牌发展快车道。
全新爱丽舍的上市，标志着东风雪铁
龙“龙腾 C 计划 ”又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它将与冠军性能中级车新世嘉，高
性能高端中级车 C4L，共同组成东风
雪铁龙征战中级车市场的“三剑客”，
助力东风雪铁龙在 2015 年实现品牌
销量 40 万台的腾飞目标。

全球品质 自信人生
8.38万—11.88万 东风雪铁龙全新爱丽舍震撼上市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 9 月 27 日， 韩国双龙汽车在北
京竞园艺术中心举行品牌发布会，带
来了新的品牌口号 “志真至纯 唯有
双龙”和三款新品的多种车型。其中，
正宗越野车非承载车身结构，雷斯特
W2.0 车型售价区间为 24.98-27.98
万元； 新路帝售价为 21.98-26.98 万
元； 新款柯兰多售价区间为 13.98-
18.68 万元。

作为韩国双龙的旗舰车型，雷斯
特 W2.0L 车型均为柴油动力， 分别
为两驱和四驱驱动形式，与已公布售

价的 2.7L 车型共同组成了雷斯特 W
的产品线。 此次上市车型首次搭载
2.0L e-XDi200 LET 涡轮增压柴油
发动机， 在 1500-2800rpm 低转速下
输出峰值扭矩 360Nm， 不仅可用于
日常商务活动， 更适用于户外越野，
同时， 配备 E-Tronic 奔驰 5 速手自
一体变速器；前双叉臂和后 5 连杆悬
架， 增强了驾乘的平顺感和舒适度；
多功能 ESP （含 BAS、ARP 和 HDC
等） 能自动监测路面和行驶工况变
化。 安全气囊系统结合起来，为乘员

提供最佳的主动和被动安全保护。 该
车与一般 SUV 所不同的最大的特点
是，三层超刚性车架的非承载车身结
构。

另外，融合了 SUV 和 MPV 新概
念的新路帝共有 3 款车型公布售价，
新路帝最大特点是兼具 MPV 的实用
性、SUV 的越野性和轿车的舒适性。
该车配备 3,000mm 的大轴距匹配 7
人座设计，以及可折叠的二、三排座
椅， 确保更宽敞的装载空间的同时，
提高了室内空间的使用性；其前双叉

臂悬挂和后多连杆悬架结构，提供轿
车般驾乘舒适性；搭载两驱和电子式
4WD(Four-wheel Drive，四轮驱动 )
系统的驱动形式，使车子具备全天候
行驶能力，在雪地、雨地及越野路面
上均可自如行驶。

本次柯兰多共有 4 款汽油新车
型上市， 今后将有柴油产品销售；柯
兰多提供两驱和四驱两种驱动形式。
新 柯 兰 多 车 身 尺 寸 为 4410mm ×
1830mm×1710mm（含行李架），轴距
2650mm， eXGi200 汽油发动机 ，均

可满足欧-5 排放环保标准。 定位于
“都市越野者”新款柯兰多，是由越野
车发展演变而来，动力配置上，它专
门设计了“越野”型 2.0 升汽油机，大
的扭矩点爆发在“越野”中最渴望的

低速 1500-2000 rpm 区间；等长驱动
轴技术，发动机 4 点支撑（其中 1 点
为液压式）， 前后 4 点支撑的高强度
低架结构，最宽的 C 柱，多功能 ESP
结构。 （谭遇祥）

双龙三款新品上市 售价 13.98万—27.98万元

� � � � 2013 年 9 月 8 日，时值启辰品牌
诞生三周年之际，东风日产在郑州工
厂迎接启辰第十万台下线，并宣告全
球首款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量产乘
用车———启辰北斗导航版正式上市，
售价为 ：D50、R50 北斗导航版 MT
售价 7.88 万元 ，D50、R50 北斗导航
版 AT 售价 8.78 万元。随着启辰北斗
导航版的上市，中国车载卫星导航市
场翻开全新的一页。 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作为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定
位与通信系统，正式进入在民用乘用
车市场的推广与普及阶段。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表示：三
年之间，在中国汽车普及时代的大背
景下， 东风日产洞察消费者需求，完
成了启辰品牌从初生到体系力构建，
从首款新车上市到十万台达成的非
凡之旅。 三年的小结更是迈向未来的
新起点，启辰将坚持“亲和近人，至善
践行”的精神，成为一个最受消费者
欢迎的主流品牌。

三年砥砺前行， 启辰创
造汽车新品牌最快速度

回顾启辰品牌三年发展之路 ，
启辰创造了国内汽车新品牌的最快
成长速度。 从 2010 年 9 月 8 日品牌
宣告成立 ， 到 2012 年 3 月 20 日首
款车型投产，仅用了一年半时间，期
间完成研发、采购、制造、销售、服务
体系的全价值链构建； 从 2012 年 4
月 23 日首款车型上市，到 2013 年 9
月 8 日十万台下线， 仅用了不到一
年半时间；2013 年前八个月，启辰累
计销售 5.93 万辆 ，在同类品牌中继
续保持领先。 三年时间，启辰品牌成
功跨越第一阶段， 打开了加速上升
的通道。

任勇表示，启辰品牌第一阶段的
成功，归根结底是“体系竞争力”的成
功，是“客户至上”理念的成功。 三年
前，面对风起云涌的家用轿车普及大
潮，作为东风公司“大自主”战略的重
要部署，启辰品牌应时而生。 但实际
上，在此之前，东风日产人已经酝酿、
积蓄多年。 在启辰品牌成立之初，东
风日产首先倾注全力为它建造了一

个全新而完整的价值链体系。这个体
系脱胎于东风日产， 但又相对独立。
独立的研发、采购、制造体系，能够更
快地应对中国市场的需求，打造更符
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独立的销
售、服务体系，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
国广袤区域市场的特点，为客户提供
更具价值的服务。

三年里， 凭借经营研发团队及
对全球资源的整合能力， 启辰开发
出 符 合 消 费 者 需 求 的 产 品 ，D50、
R50 先后上市并不断改进，以空间、
能效、品质优势赢得客户青睐；凭借
启辰 “品质联盟 ”和全球标杆工厂 ，
东风日产汇聚全球及本土优秀供应
商， 确保从零部件到整车的至臻品
质；凭借“专属销售，共网服务”的创
新模式， 启辰在销售方面迅速布局
网络，以近 140 家专营店和 1400 多
家二级网点，把启辰“送到客户家门
口”；而在服务方面充分发挥双品牌
的联合优势 ， 以近 800 家服务网点
的实力， 为客户提供业内最便捷的
高品质服务。

因此，启辰三年的成长之路虽然
并非一路坦途，经历过品牌创立初期

全价值链重构的艰苦卓绝，也经历过
新车上市初期面临微增长大势苦苦
寻求销量突破的殚精竭虑，但终能克
服重重困难，成就一番格局。

尖端科技领航， 启辰北
斗导航版正式上市

9 月 8 日下午，一辆前所未有的
启辰 D50 在东风日产郑州工厂驶下
生产线， 它是启辰品牌第十万台整
车，也是首台北斗导航版车型。 随即，
东风日产宣布，启辰北斗导航版车型
正式上市。

启辰搭载的北斗导航终端采用
了最新的北斗/GPS 双模模块， 与其
他导航终端相比， 新增多项搜寻、多
途径点设置等功能，实现更好的人机
互动体验。 同时，启辰根据中国消费
者使用习惯，对中控台进行全新设计
造型，为客户带来更高精度、便捷、人
性化的实用导航和通信服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中国自主
发展、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定位与通
信系统，与美国 GPS、俄国格洛纳斯
同为全球三大成熟的卫星导航系统，

已经被联合国卫星导航委员会认定
为全球供应商之一。目前我国已成功
发射四颗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和十六
颗北斗导航卫星，2012 年 12 月 27 日
起向亚太地区正式提供无源定位、导
航、授时服务。 截至 2012 年底，我国
已经有超过 4 万艘渔船和 10 万辆公
务用、 商用汽车安装了北斗导航系
统。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
冉承其主任出席了发布会，肯定了启
辰北斗导航版上市对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民用推广的意义。 他表示，启辰
是首个以前装方式搭载北斗导航系
统的汽车品牌，这将正式开启北斗卫
星导航系统在民用乘用车领域的新
征程。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北斗卫星导航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
院士也欣然题词 “北斗耀神州 启辰
驰华夏”， 寄语北斗导航系统与启辰
品牌在中国车市的发展。

任勇表示：“启辰与北斗的发展
理念有很多共通之初，都是坚持用先
进技术和自主创新服务国人。相信启
辰北斗导航版上市后必将获得消费
者青睐，助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民

用市场的迅速普及。 ” 启辰北斗导航
版上市，宣告民用乘用车市场上 GPS
独大的格局被打破，从此进入北斗导
航与 GPS 争雄的新时代。

蓄势而发， 启辰加速谋
划新篇章

“达成十万台，这只是启辰迈出
的第一步， 更长的征途还在前方等
待。 ” 任勇说，“三年的砥砺前行对启
辰品牌来说意义非凡，我们的体系已
经完成磨合，我们的团队在实战中迅
速成长，启辰将以最佳状态，进入第
二阶段的发展，开创更大的未来。 ”

十万台的迅速达成，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启辰品牌通过 “燎原行动”迅
速延伸的网络触点。 通过迅速建立的
1400 家二级网点，让广大三四线城市
乃至县乡的消费者都能够买到启辰。
2013 年，启辰又启动了“深耕行动”，
在进一步拓展网络的同时，更注重提
升各网点的经营质量。 到年底，启辰
专营店将扩充至 150 家，而二级网点
在更新换血的前提下将达到 1500
家。 强大的渠道实力，为启辰提供了
加速腾飞的市场空间。

任勇介绍， 在北斗导航版上市
后，启辰今年还会有一款全新车型上
市。 与此同时，还有多款车型都处于
积极的研发中，明年投放的全新车型

将不止一款。 启辰将在几年内形成覆
盖各主要市场区隔的产品阵容，更充
分地满足中国消费者不同的用车需
求。 在销量上，凭借体系实力和新车
的加速导入， 启辰的销量将继续加
速。

数据显示， 启辰产品上市以来，
销量以每半年环比 50%的速度增长。
2012 年下半年，销售 2.91 万辆，2013
年上半年，销售 4.37 万辆，2013 年下
半年，启辰计划再环增 50%，使 2013
年度销量突破 10 万台大关。 而对于
未来的销量预期，任勇说：“我们在去
年首款新车上市时提出了 5 年 100
万台的目标，这个目标不会变。 ”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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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量产北斗导航版乘用车正式上市

领导与全新爱丽舍合影。

领导与启辰北斗导航版合影。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任勇公布北斗导航版价格。

� � � � 9月 28日，“九万四驱王”猎豹飞腾
2013款在全国经销店同步上市，迅速成
为焦点。 本次上市的猎豹飞腾 2013款
分为两驱手动标准型、四驱手动标准
型和四驱手动豪华型三个车型，售价分
别为 8.98万元、9.98万元和 10.68万元。
其中，四驱车型仅 9 万余元起，是目
前市面上唯一 10万元以内四驱 SUV。

在继承专业 SUV 底盘和经典外

观的同时， 猎豹飞腾 2013 款对中网
前格栅、车型颜色、内饰皮纹和顶棚
面料以及前排座椅等细节进行了优
化，在操纵灵活的特点上，进一步提
升了车型质感。 据悉，现在还推出了
“免利率、免手续费”信贷优惠活动，
最低仅需 2.69 万，就可把这款超高性
价比的 SUV 带回家。

在超值优惠的车价基础上，为回

报广大 SUV 车迷的喜爱， 猎豹飞腾
2013 款更同步推出 “免利率、免手续
费”信贷优惠活动，自上市之日起半
年内， 信用卡分期付款购车的用户，
两年期内贷款手续费由猎豹汽车全
额承担，快速地缩短了车主购买四驱
SUV 的梦想之路。

此次信贷优惠， 适用范围覆盖全
国所有飞腾经销商和购车消费者。这也

是猎豹汽车首次推出如此大力度的金
融优惠， 彰显了以猎豹飞腾 2013款为
标志，猎豹汽车进一步进军个人消费市
场的决心。 “过去消费者对专业四驱
SUV 总有可望不可及的遗憾，这次，我
们不仅在价格上更给力，还进一步推出
信贷优惠，就是为了让大家能提前享受
拥有四驱 SUV的畅快”，猎豹汽车总经
理助理姚志辉表示。 (王天笑)

“九万四驱王”震撼上市，猎豹飞腾 2013款诠释经典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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