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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 月 12 日，由湖南永通汽车集团上
海大众·永通华明 4s 店举办的 “焕新
实力 百分满意 ”———上海大众汽车全
新桑塔纳产品推荐暨出租车行业客户
联谊会在长沙市宁乡灰汤华天城温泉
度假酒店成功举行。 上海大众汽车厂家
各级领导，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公共客
运管理局各级领导，包括长沙市出租车
公司、鸿基、万众、龙镶等在内的 22 家出
租车公司领导，永通集团领导以及各主
流媒体代表应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会上， 上海大众厂家领导与长沙市
交通运输局、公共客运管理局 、湖南永

通汽车集团对全新桑塔纳进驻长沙出
租汽车行业作出了深入的交流和探讨，
并对未来出租车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建
设性意见。

全新桑塔纳到底“新”在哪里？ 何以
说其为长沙的哥、的姐以及市民心中最
理想的出租车车型？ 通过现场上海大众
厂家优秀讲师的全方位讲解 ， 不得不
说：全新桑塔纳是上海大众贴近出租车
市场依照变化的需求而打造的又一力
作。 在随后的试驾体验中，全新桑塔纳
展现出的精准驾控性能也让在场的所
有人为之折服，进一步增强了全新桑塔

纳进军出租车市场的信心。
全新桑塔纳传承的不仅是桑塔纳的

经典品质，更是“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精
神。 作为第一批走进百姓家中的轿车，
桑塔纳身上承载了不少人的记忆，当然
也承载了中国汽车的梦想。 桑塔纳对于
中国人，超出一个冰冷机器的影响，它是
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它已经成为一个时
代“符号”。 而全新桑塔纳也必将成为新
时代的符号。

近年来， 长沙出租车市场需求不断
扩大，高水平的城市发展对于出租车整
体形象、品质的要求也不断提高，继去
年 7 月 300 台桑塔纳志俊加入长沙出租
车大军为长沙打造靓丽名片之后，随着
全新桑塔纳的闪耀上市，长沙几大出租
车公司巨头再次向上海大众伸出了橄
榄枝。 2013 年下半年开始全新桑塔纳出
租车版正式投入出租车市场，以其全新
形象为城市交通注入新鲜血液。 作为上
海大众桑塔纳品牌的重点市场，湖南长
沙将成为全新桑塔纳进军出租车市场
的主力战场，湖南永通华明再次率先吹
起了号角。 相信作为上海大众汽车的全

新力作， 拥有至真品质的全新桑塔纳将
不负众望，助力长沙出租车行业整体水
平的快速提升。

无论是造型方面的时尚型设计，还
是在动力总成匹配造就的平顺驾驶感
受方面，经济实用的卓越品质，坚实耐用
的出众性能，超低油耗、超低维修费用、
超便利售后服务，更长的稳定运营周期、
更周全的行业服务保障， 更适合中国道
路、更符合中国出租车市场的发展需要，
全新桑塔纳出租车总能够恰如其分的
体现出一种精致感，引领着国内出租车
形象的提升。 对于出租车用户来说，它
是同期车型中值得信赖的伙伴、 值得托
付的朋友，承载着幸福、创造着财富；对
于城市来说，它勾勒着城市的形象、描绘
着城市的色彩， 更见证着文明进步与和
谐人居。

我们期待全新桑塔纳出租车在长沙
出租汽车行业大放异彩， 更期待新的出
租车传奇品牌的诞生。 让我们预祝全新
桑塔纳，收获更好的市场表现，并在长沙
乃至全国出租车市场，纵横驰骋，一路辉
煌！

本刊记者 王天笑

� � � � 2013 年已经落幕，广汽三菱在 2013
年打破常规、 后发赶超 ， 凭借鲜明的
“SUV 世家”品牌形象、差异化的产品组
合以及创新的营销策略，在竞争激烈的
国内 SUV 市场中顺利跑赢大市， 成为
2013 年车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数据显示，2013 年广汽三菱累计销
量达 43035 台。 从单月销量来看，5 月到
12 月，广汽三菱月销量由 2000 多台攀升
至 7000 多台，约半年的时间里，环比增长
超过了 200%； 而且销量主要依靠一款上
市仅一年的新车型，产品供不应求……

作为广汽三菱首款车型 ， 新劲炫
ASX 上市一年以来，切入目前增长迅猛

的中级 SUV 细分市场， 月销量节节攀
升，成功跻身主流 SUV 行列，持续增长
的态势充分表明了市场和消费者对这
款产品的认可，并收获“消费者最喜爱
的 SUV”、“年度最受欢迎的 SUV”、“年
度紧凑型 SUV”等多项荣誉。 值得一提
的是，在新劲炫 ASX 热销的同时，广汽
三菱从市场反馈和消费者意向出发，加
快新劲炫 ASX 后续版本的推出步伐。在
前不久的广州车展上，广汽三菱发布了
诚意新作———新劲炫 ASX 精英版，售价
仅为 15.98 万 ， 创造了同级别自动挡
SUV 中最具竞争力的高性价比。 至此，
新劲炫 ASX 形成了 1.6L、2.0L 两个排量

共六个版本的丰富阵型，为都市精英群
体带来更多样化的选择。

在新劲炫 ASX 热销的基础上，广汽
三菱于 2013 年 9 月导入了第二款车型
“全新商务越野车”新帕杰罗·劲畅，在保
持帕杰罗家族的越野和运动 DNA 之
外，创新地加入了更多大气、时尚、舒适
的元素，成为一款“宜商、宜家、宜休闲”
的全能型 SUV。 凭借充沛三菱动力、达
喀尔越野底盘、时尚的外观和内饰、7 座
商务空间 、 达喀尔冠军级通过性以及
20.88 万元起的超高性价比等卖点，新帕
杰罗·劲畅开启了 SUV 市场的商务越野
新时代 ， 有望与汉兰达共同构成 7 座

SUV 市场上的“广汽双雄”。 目前，新帕
杰罗·劲畅仍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并收
获 “最受商旅精英欢迎的年度 SUV”、
“年度最佳商务越野 SUV”、“综合性能
最佳 SUV”等多项荣誉。

在双“劲”热销的背后，广汽三菱给
力的市场营销也功不可没。 2013 年，广
汽三菱紧紧把握市场脉搏和消费需求
的变化，采取了一套切实有效的营销策
略：“用数字化营销帮助集客， 用体验式
营销促成成交”，双管齐下，取得了良好
的市场效果。

2013 年已经完美收官， 展望 2014
年，广汽三菱将继续精耕细作，努力实现
产品销量和市场口碑的持续 “发酵”，同
时以更加优质的服务，让消费者享受到
“SUV 世家” 广汽三菱带来的不一样的
愉悦 SUV 生活。 （谭遇祥）

双“劲”出击 广汽三菱 2013增速跑赢大市

� � � �近日，东风日产正式宣布：备受瞩目
的新一代奇骏， 已经确定加入东风日产
产品序列，并将加快导入速度，即将正式
登陆中国。

基于日产 Hi-Cross 概念车设计研
发的新一代奇骏，自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伊始， 便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
2014 年，全新换代的新一代奇骏将以全
新形象、全新技术和更加强悍的越野性
能，强势登陆中国市场。 届时，广大中国
消费者将感受到更具科技感、 未来感的

人性化驾乘体验，国内 SUV 市场也必将
迎来新的变革。

新一代奇骏将在外观设计上全面革
新，以更加城市化、更加动感的形象带给
消费者焕然一新的视觉感受。 极具力量
感的飞翼式前进气格栅， 搭配充满动感
的外抛式前后翼子板设计，构成流体动
感的车身造型， 设计中更融入同级唯一
的全 LED 远近光大灯及日间行车灯，闪
耀灯光随光影变化， 带来流光溢彩的瞩
目效果。

同时， 新一代奇骏的科技配置也将
全面进化， 将搭载众多世界领先的人性
科技，带来独一无二的试乘体验。

更重要的是， 奇骏远超同侪的越野
性能将在新一代奇骏上得到进一步提
升。 现款奇骏备受好评的智能全模式四
驱 4×4i 系统将全面进化，带来同级最强
的四驱体验， 确保车辆在最恶劣路况下
的最强通过性，各种复杂路况皆可轻松
应对。

作为城市 SUV 市场当之无愧的技

术之王，奇骏全球累计销量已突破百万，
自 2008 年导入中国以来，已成为人类历
史上首个同时登陆地球三极的量产乘用
车，为城市 SUV 市场树立了新的技术标
杆。 凭借超越同级城市 SUV 的高性能、
领先的智能配备和宽大舒适的内部空间
设计，奇骏以智观、智驱、智享三大核心
优势为乘客提供了更便利、 更休闲的驾
乘体验，揽获了众多渴望征服的消费者。

随着中国 SUV 市场的愈发成熟，全
新换代、 全面进化的新一代奇骏必定会
引起国内 SUV 市场的强烈“地震”，构建
新时代市场格局，树立 SUV 崭新价值标
杆。 新一代奇骏，敬请期待！ 详询东风日
产长沙各专营店。 （谭遇祥）

� � � � 丰田汽车日前宣布，2013 年在
全球生产汽车 1012 万辆，成为第一
家年产量破千万的汽车制造商，并
以 998 万的销量蝉联全球销量冠
军。 其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也在
持续增长。 2013 年末， 广汽丰田新
推出的小型车致炫需求旺盛， 在没
有实车到店的情况下就收获了 1.5
万个订单，成为广汽丰田全年 30 万
突破性销量的强劲增长极。 新年伊
始， 致炫延续了去年的火爆势头，1
月销量达 6571 辆，春节前订单累计
突破 21000 辆， 超过计划 140%，引
领广汽丰田和丰田中国进入新一轮
的增长快车道。

致炫领衔， 广汽丰田迎来马年
“开门红”：1 月以 31938 辆的销量创
下历年同期新高 ， 同比增长高达

38.8%，连续三个月销量迈入“3 万”
大关。同时，广汽丰田旗下车型在各
细分市场均表现抢眼 ： 凯美瑞以
14997 辆的成绩稳居日系品牌 NO.
1， 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销量超过
600 台，超原定计划逾 120%，在国内
节能与新能源车中 “一马当先”；汉
兰达作为国内大中型 SUV 的创领
者， 连续 54 个月获该细分市场冠
军，持续扩大领先优势。

一系列漂亮的数据折射出广汽
丰田在过去一年里励精图治、 传承
创新的成效。 2013 年， 广汽丰田以
致炫开启小型车战略， 积极推进产
品规划、市场营销、品质管理、售后
服务四大创新，为实现 2014 年十年
“蜕变”、2015 年产销 50 万辆目标积
蓄充沛能量。 (王天笑)

全新桑塔纳助力出租车行业

新一代奇骏即将登陆中国

广汽丰田
1月销量同比增长近四成

� � � � 上海大众
关键客户集团
业务销售管理
高级经理王璟
致辞。

致炫外观。

汽车周刊 ２０14年2月25日 星期二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