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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之上做加法，东风启辰
融合创造新价值

近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的日臻成熟，
中国消费者需求、市场趋势逐渐成为左右
全球汽车产业走向的关键因素。这对于
扎根本土的自主品牌来说，既是迅速建立
话语权的新机遇，也是一项颇具难度的新
挑战。相比之下，脱胎于合资体系的东风
启辰，显得格外从容。

早在品牌成立初期，启辰便与日产、
英菲尼迪两大品牌共享研发、采购、制造、
品保等价值链核心体系，从开发体系上为
品牌的向上发展奠定了扎实的根基。继
承联盟优秀基因的启辰在技术研发上加
大投入，围绕“品质启辰”展开全价值链体
系建设，在品牌成立之初便以 6 年推出 7
款车型的力度，初步建立起品牌产品线，
将“高品质”打造为品牌的显著优势，赢得
行业和消费者的认可。

品牌塑造的背后依托实打实的造车
体系，也离不开对消费者的用车需求的精
准 洞 察 。 也 正 因 为 深 谙 此 道 ，启 辰 从
2016 年正式启动了为中国消费者定制的
全新平台研发工作，并于 2017 年宣布从
东风日产独立出来，踏上星辰与大海的

“二次征途”。
然而，汽车产品的诞生，远比我们想

象的还要复杂，除了前期的规划与基础架
构的开发，还需要经历一系列复杂且严谨
的工程项目。即便是秉承了联盟全球品
质基准、共享联盟标杆制造基地的启辰，
也在自主研发的道路上付出了艰巨的代
价。皇天不负有心人，多年的品牌自主研
发与创新，逐渐完善了启辰品牌的整车自
主开发能力。

立志成为“自主主流高价值商品提供
者”的启辰并没有止步于此，如何在联盟
全球技术与合资品质基础上，为中国消费
者创造更多用车价值，满足中国独有的市
场需求，是启辰给自己布置的一道难题。
对此，马磊表示：“自主品牌的优势，在于
更懂中国消费者。建立在合资体系和标

准之上，我们一定要对技术进行中国化改
造，因为这种加法价值的设计能够为大合
资体系创造更多的机会，也恰好满足中国
未来的需求。”

在这种认知前提下，东风启辰结合品
牌特性，通过整合联盟全球研发数据库、
优势技术、研发团队及头部供应商资源，
开启了基于中国市场的特定场景需求做
加法的探索，并先后在智能网联、新能源
汽车、自动驾驶等方面取得突破进展。而
启辰 VSA 智能模块架构，便是东风启辰
在体系之上做加法的集大成者。

正向开发，VSA智能模块架构
为中国定制

作为东风启辰集全球技术、合资品
质，为中国消费者专属打造的智能化造车
体系，VSA智能模块架构集灵活性与前瞻
性两大特点于一身，涵盖VSA-L（中大型
平台）、VSA-C（紧凑型平台）、VSA-E

（电动车平台）三大平台矩阵，全面覆盖新
能源车和燃油车，将以智能模块化平台解
决方案，带来智能化、高效能、操控性、舒
适性和安全性五大全新造车特性，全面满
足未来智能时代中国消费者多样化的高
品质出行需求。

“VSA 智能模块架构，拥有来自日产
全球四大技术中心之一的开发团队，并沿
袭了联盟品质基准体系，搭载工厂为联盟
顶级标杆制造基地。除此之外，开发团队
还积累了 16 年中国地域经验，对中国复
杂环境及消费者需求拥有精准把握，可以
针对中国市场量身定制高价值产品。”东
风启辰汽车公司副总经理周锋讲述了
VSA模块架构的开发历程。

面对中国消费者对车型产品力和实
际用车体验的青睐，以及幅员辽阔的中国
大地上极其严苛的环境要件，启辰工程师
深入洞察中国消费者用车需求，围绕涵盖
购车前、用车时、售后各环节的 36个用车
大场景、187项用户痛点及痒点，打造了全
场景化的极致用车体验。

以中国消费者不断提升的舒适诉求

为例，启辰工程师们通过先进的技术手
段，为 VSA 智能模块架构构建了车宽、前
后悬、轴距可调的灵活结构，实现同级领
先的大尺寸车内空间与后排膝部空间，满
足前后排驾乘人员的空间需求。高度灵
活的车身结构设计及遮音、吸音材料的运
用、同级领先的车内空间及静谧性，也为
VSA智能模块的舒适性加分。

“为了提供更受中国用户青睐的精准
指向与更加稳定的弯道及直路表现，针对
EPS 系统的匹配，启辰可没少‘刁难’我
们。一点的不完美，都要通盘找 bug，活
生生地把我们‘逼’成了中国最‘难’供应
商。”启辰星 ESP9.3 主动安全系统供应
商，全球顶级车身电子稳定系统供应商博
世的产品经理金雪女士在分享启辰星底
盘匹配与调教故事时的幽默打趣，则从侧
面印证了 VSA 智能模块架构在操控性能
方面的极致出品。

智能化方面，VSA智能模块架构采用
了前瞻的电子电气系统架构布局，可全面
适配 5G/V2X 时代的自动驾驶功能，将逐
步带来L2及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功能；而
高效能方面，联盟内的多种类高性能发动
机的适配搭载，及采用轻量化材料、领先空
气动力学设计等，可有效降低油耗及能耗，
让出行更为高效节能。此外，VSA智能模
块架构通过整车94%的高强钢使用比例、
全面安全驾驶辅助系统及六安全气囊等安
全装备的配备，构建主被动安全双重保障
体系，时刻保障消费者出行安全。

天生舒适，启辰星缔造VIP级
尊享体验

“怎样的产品更符合中国消费者需
求？”这一议题被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有形
市场分会理事长苏晖先生抛出后，便迅速
引起了在场嘉宾的热议，也将大家的目光
引向了明星级产品——“A+级 SUV 头等
舱”启辰星。

随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两位
专家为我们带来了启辰星先前的多个测
试实验视频，并分别得出综合油耗6.05L/
100km、操控稳定性测试和 NVH 测试评
定良好的权威认证。从测试结果上看，无
论是油耗动力、操控性能还是静音效果，
启辰星都有着出色表现，也更贴合中国消
费者的用车需求。据了解，启辰星将于明
年一季度上市，届时将为中国消费者带来
更加从容、舒适的用车生活体验。

作为一款面向家用市场打造的A+级
SUV头等舱，启辰星来源于VSA-L（中大
型平台）打造，以 48 项技术亮点，为每一
位用户带来有颜、有料、有趣、有范儿的
VIP级驾乘体验。

秉持“每个人都是 VIP”的造车理念，
启辰星以头等舱级超大空间，充分满足了
中国消费者对车内空间的严苛要求。同
级领先的2756mm超长轴距、同级最大的
1905mm 车宽，打造了越级的空间舒展。
此外，考虑到大多数中国家庭“五口之家”
的出行需求，启辰工程师通过巧思妙行的
设计调整，以后座全平地台成功解决了后
排三人乘坐时的拥挤感，贴心地照顾到中
国消费者照顾一家人的心思。

大空间诉求的背后，反映了中国消费

者对舒适驾乘体验的追求。为了让中国消
费者坐得更加舒服，东风启辰重新定义“舒
适”，带来“舒适+”豪华座驾。副驾配置支
持按摩、后滑、靠背下调至29°等功能的女
王座椅，让副驾的TA全身都能得到更好的
支撑，更舒适地享受旅途。同级独有的智
控座椅、护颈航空头枕、两级可调的后排座
椅靠背，悉心考虑乘客的多种个性化需求，
体现了启辰星无微不至的产品关怀。

得益于联盟成熟先进的技术加持，东
风启辰在启辰星车型的研发生产中，整合
联盟先进技术与专业团队，保障合资品质
与先进技术搭载，为消费者带来倍感优越
的驾乘体验。同级领先的 48V 轻混动增
压动力系统，启辰星集加速助推、能量回
收、滑行停机、怠速再启动等于一身，实现
同级遥遥领先的超低油耗水平，带来舒适
畅快驾驶与高效节油的双重享受。

此外，启辰工程师针对中国用户特别
在意的高速及弯道动态性能，对启辰星的
底盘进行专业调校，采用升级版的转向
EPS 调节，全方位多场景匹配，转向顺畅
柔和，响应自然灵敏，真正实现了操控性
和舒适性的完美平衡。

在颜值经济盛行的当下，颜值就是竞
争力，汽车也不例外。启辰星的设计灵感
来自品牌全新“混元设计”理念，以“气
势”、“凝练”、“平衡”三元素为指引，强调
形体、型面、细节的和谐统一，构建充满张
力的造型形体，从而给客户带来越级、科
技的感受。而在智趣科技方面，启辰星配
置同级领先的15.6英寸全面屏智能中控，
如智能手机般的竖屏设计，更贴合现代消
费者的交互习惯和视觉习惯。全新车联

网系统、同级首发全车四音区语音交互系
统、启辰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也赋予了启
辰星轻松无界的行车特性。

面向未来，东风启辰鼎定品
牌新十年

当下，中国车市风云变幻，行业转型
升级的浪潮汹涌而来。在这关键节点上，
东风启辰秉承“自主主流市场高价值商品
提供者”的初心，以中国消费者的核心需
求为原点，整合联盟的成熟技术与专业团
队，融合国际智慧与全球联盟供应链体
系，以合资高标准质量管理体系打造了首
款“头等舱”级旗舰产品——启辰星，为品
牌后续的产品研发树立了“坐得舒服，开
得稳”的区隔新标杆。

舒适之上，正向开发。启辰星天生舒
适的产品表现，离不开启辰硬核造车体系
力的支撑，也从产品层面印证了VSA智能
模块架构的造车优势。接下来，东风启辰
将以VSA智能模块架构为基础，通过创新
思路、先进技术应用、研发数据整合与严苛
标准的输出，推动自主品牌研发标准制订，
实现启辰品牌向行业一流的稳步迈进。

内外结合，鼎定新十年。回望九年品
牌造车历程，东风启辰通过不断强化自我
实力，实现了全球技术、合资品质、中国定
制与丰富传统造车经验的创新融合。对
外，东风启辰通过优质产品、技术的呈现，
为消费者提供 VIP 般的用车体验；对内，
东风启辰不断强化“内功”，整合自身优势
和中国消费者需求，实现标准、技术、产品
的权威升级。内外结合，东风启辰必能从
容鼎定品牌 20 年代汽车市场，让中国消
费者从容、舒适地享受未来用车生活。

积淀、融合、再创造，启辰VSA智能模块架构舒享星时代
集全球技术、合资品质，为中国消费者专属定制

何尚武
随着启辰星在全国各地的燎原之势，其诞生平台

——VSA智能模块架构也受到了行业及消费者的广
泛关注与讨论。集前瞻性与灵活性于一身，VSA智
能模块架是东风启辰凝聚九年造车积淀、联盟全球
技术与合资品质，在国际标准之上，突出中国定制元

素，为中国消费者专属打造的全新造车体系。
东风启辰汽车公司总经理马磊表示：“VSA智能

模块架构集全球技术、合资品质、中国定制及品牌九
年积淀于一身，将助力东风启辰从容地面对中国市
场的发展趋势，以更高价值的产品，为中国消费者带
来更加欣喜的移动出行体验。”

（本文图片均由启辰提供）

5 月 28 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

2020 年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

榜。其中广汇汽车、中升集团、利星行分别

以 1704.56 亿元、1240.43 亿元、856.51 亿

元的营业总收入蝉联前三位。

湖南 5家汽车经销商集团——湖南永

通、湖南兰天、湖南九城、湖南力天、湖南申

湘榜上有名，分别位列 31名、38名、55 名、

65名和68名。其中，湖南永通的营业收入

和销量台次（含二手车），均为湖南第一。

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榜的调查范

围涵盖全国众多省、自治区、直辖市，囊括

国内市场主要汽车经销商集团，是中国汽

车流通行业一年一度具有影响力的榜单，

被誉为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的风向标。

广汇、中升、利星行分列前三，
庞大无缘前十

与 2019 年的排行榜相比，2020 年排

行榜的前三位并没有出现明显变化，依然

是由广汇汽车、中升集团以及利星行三家

经销商集团夺得。其中，广汇汽车作为目

前中国第一大汽车经销商集团在 2019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704.56 亿元，增长了 42.83

亿元，虽然仅实现个位数的同比增长，但远

远甩开第二位近5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庞大集团在此次排行

榜中排位变化最大，由 2019 年的第 9 位变

为 2020 年的第 19 位，总营收由 2019 年的

420.34亿元减少至222.55亿元。

湖南5家入围，永通、兰天、九
城逆势上扬

今年，湖南5家汽车经销商集团——湖

南永通、湖南兰天、湖南九城、湖南力天、湖

南申湘榜上有名。其中，湖南永通、湖南兰

天、湖南九城的营业总收入和车辆销售台次

均有较为明显的提升。湖南永通的营业收

入和销量台次（含二手车），为湖南第一。

相关资料显示，湖南永通集团2019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40.7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各项业务指标同样持续增长：整车

销量同比增长 13.7%，售后产值同比增长

9.8%，二手车、保险、金融等衍生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6.1%。

湖南兰天集团 2019 年销量与营业额

均有小幅提升。在市场份额方面，兰天集

团也有小幅增长。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的统计，2019 年，湖南省新车销量达到

794711台，而每 100台汽车中，就有 8.4台

为兰天集团售出，相比上一年 7.8%的市占

率，提高了0.6个百分点。

湖南九城集团的增幅最为明显。数据

显 示 ，2019 年 湖 南 九 城 集 团 销 量 达 到

54274 台（含 二 手 车），同 比 增 幅 达 到

36.7%；营业总收入 76.00 亿元，同比增长

28.2%。百强排名也从第71名上升为第55

名，颇具黑马风范。 （刘宇慧）

5月 29日，2020年最受期待的新能

源豪华轿车——比亚迪“汉”首次在长沙

亮相。作为比亚迪王朝系列的旗舰轿

车，比亚迪“汉”全国巡回品鉴活动计划

在 9 个城市举行，首先在长沙和郑州同

步举行，随后将在西安、成都接力展开。

与此同时，“汉”全球首席体验官活动也

将在多个城市开启火热招募。

过去几年，比亚迪王朝系列车型不

断推出，在产品品质上有了质的飞跃。

作为全新旗舰车型，“汉”从一开始就以

“全面均衡领先、全生命周期安全”为目

标进行开发，集比亚迪十余年新能源车

研发经验与一身，采用全球顶尖造车技

术，是一款真正豪华、真正安全、真正长

续航的新能源车。从应用全球最新硬

核 技 术 实 现 3.9 秒 加 速 破 百 ，到 创 造

32.8 米全球最短新能源车百公里刹停

距离；从 e 平台最新技术驱动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 605 公里，到充电 10 分钟

续航 135 公里的安全升压快充，再到循

环充放电 3000 次、超 120 万公里的电

池寿命，“汉”的旗舰性能和品质，让许

多新能源轿车和中国品牌豪华轿车叹

为观止。据了解，近日“汉”EV 也举行

了 海 外 首 秀 ，欧 洲 预 估 价 格 约 为 4.5

万－5.5 万欧元，预计其国内发布价格

将在 23-28万元左右。 (何尚武）

饱受疫情冲击之后，笼罩在汽车行业

的阴霾也在逐渐散去。日前，吉利全国首

家新形象体验中心——长沙合嘉正式开

业，也成为湖南汽车流通领域全面复工复

产的又一标志性事件。吉利品牌销售公司

总经理宋军、吉利品牌华中营销分公司总

经理王治国、长沙合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凤姣等出席了开业典礼。据

业内人士介绍，这也是今年疫情之后长沙

地区全新开业的第一家4S店。

长沙合嘉4S店地处长沙市天心区雀

园东路与刘家冲路交会处，由深耕吉利汽

车十余年的湖南 L 网冠军店——长沙合

致投资新建。开业当天，长沙合嘉还举行

了吉利 ICON 首批车主交车仪式。笔者

在现场看到，该店从硬件装修到软件服务

都使用了大量年轻化元素，耳目一新的清

爽感，扑面而来的北欧风，与其他品牌一

成不变的商务风大不相同，充分反映了吉

利汽车积极向年轻化、多元化客户群靠拢

紧的趋势。

开业典礼上，吉利品牌华中营销分公

司总经理王治国表示，在刚刚过去的4月

份，吉利汽车实现了总销量105468辆，销

量同比环比双增长，继续稳居中国品牌销

量宝座。华中市场历来是吉利汽车的重

要战略市场，1-4 月份，华中战区实现销

量 45221 辆，市占率 7.40%，同比提升
0.87%。 其中，湖南市场实现销量12258
辆，市占率 6.70%，同比提升 0.91%，位居
中国汽车品牌第一名。

吉利品牌销售公司总经理宋军向笔者
介绍，经销商加大投入开设新店，渠道形象
标杆升级，充分展现了吉利稳健的发展势头
给到经销商充足信心，经销商在疫情的冲击
下依然保持这健康的运营状态，进一步提振
吉利终端市场的信心，提升消费者对于吉利
及中国品牌的信心和认可度。他表示，
2020年是吉利加速渠道品质提升的关键
年，吉利汽车将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理念，重
视渠道的运营健康、盈利状况以及库存结构
等，逐步构建健康、有序、善战的渠道生态体
系，为客户带来了全新的沉浸式销售体验和

数字化智慧互动体验。 （何尚武）

日前，“趣玩轿跑 SUV”传祺 GS4

COUPE 心动上市，共推出 2 款配置车

型，市场指导价 13.68 万元- 14.68 万

元。传祺GS4 COUPE由广汽传祺历时

数年匠心打造，拥有极尽锋芒造型、极限

驾趣性能、极智玩乐科技，依托广汽

ADiGO 智驾互联生态系统搭载微信车

载版，为消费者提供最前沿、最便捷的

“潮酷”车联生活。

发布会当晚，一场直播真人秀在广

州“未来社”上演，挑战者通过一系列任

务解锁传祺 GS4 COUPE技术亮点，层

层闯关后迎来COUPE上市。价格公布

后，广汽集团总经理、广汽乘用车董事

长 冯 兴 亚 直 播 带 货 ，为 传 祺 GS4

COUPE 在线“打 CALL”。此番集团总

经理“带货直播”，与年轻人在移动互联

上进行沟通对话，体现了广汽集团向数

字化转型升级的决心，也是广汽集团对

“以顾客体验为中心”的最佳注解。

此 外 ，广 汽 传 祺 还 为 传 祺 GS4

COUPE 带来四重专属大礼：超级 0 首

付，融车融税融保险，可享 3 年 0 息，最

高送 3 年交强险和百万驾意险；置换最

高5000元；终身免费基础流量；免费升

级 CN95 级高效空调滤芯，让消费者轻

松入手心动轿跑SUV。 （谭遇祥）

2020年中国汽车经销商集团百强排行榜发布

强“汉”来袭
比亚迪“王朝旗舰”星城亮相

吉利全国首家新形象体验中心在长沙开业

冯兴亚直播带货首秀 传祺GS4 COUPE心动上市

广汽集团总经理、广汽乘用车董事长

冯兴亚直播带货。

东风启辰明星级产品——“A+级SUV头等舱”启辰星。

比亚迪王朝系列的旗舰轿车——汉。 （本文图片由比亚迪提供）（本文图片由广汽传祺提供）

吉利全国首家新形象体验中心——长沙合嘉正式开业。

（本文图片由吉利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