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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博鳌只是海
南岛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 如今!

#博鳌$一词已成为经济%商业等的代名词!

每年均有像博鳌 !$世纪房地产论坛%博鳌
亚洲论坛这类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高规格
论坛在海南如期召开"!%$!年 &月 '日()

日!东风 *+,-. /012345 艾力绅作为&大
会指定用车$现身博鳌 房地产论坛!表现
出发力 678商务市场的举动!踏出别具战
略意义和势头强劲的第一步'

业内人士认为!赞助博鳌 房地产论坛
是 /012345艾力绅上市营销活动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一方面可作为企业公民对
社会的感恩回馈! 表现出良好的社会责任
感( 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这种形式收获与会
意见领袖的的舆论影响!引爆口碑传播)

其实!/012345艾力绅并非是发现博

鳌价值的第一位伯乐"早在 !%%9年!闹得
沸沸扬扬的&博鳌之争$就是以宝马和奥迪
两大豪车品牌为主角"于高端商务车而言!

博鳌是商家必争的&山头$!因此!每年难免
会有多个国内外名牌前赴后继相互较劲%

争沾博鳌之光"

现在!东风 *+,-.也加入博鳌争霸大军
之中! 且当时尚未正式上市的 /012345艾
力绅!即以&宽享全座舱$的杰出产品力和高
端气派形象!征服中国地产界&奥斯卡$!成为
&大会指定用车$!其朝阳气魄令人称道"

如果说 /012345 艾力绅只是国内
678市场上涉世未深的新车! 那么它也是
潜力无限% 有望打破美系商务车主导当前
中高端 678 市场格局的生力军" 本次
/012345艾力绅在国内高端论坛中首度亮
相!即获得不少品味挑剔的高端客户认可"

!"#$%& 一汽奔腾上市 )

年来! 一直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和追
捧"继奔腾 :&%新款上市以后!一汽
奔腾再传喜讯!&月 #)日! 一汽奔
腾品牌旗下全新车型奔腾 :;%正式
于一汽轿车二工厂下线" 本次下线
的奔腾 :;%车型! 作为一汽奔腾中

高级轿车的旗舰车型! 不仅承载着
一汽轿车以科技为核心竞争力搏击
高端市场的期待! 更将作为自主中
高级轿车的全新标杆产品征战中高
级商务轿车市场" 新车预计将于 <

月下旬正式上市! 售价区间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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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 由中
国高尔夫球协会主办% 一汽丰田皇
冠品牌冠名赞助的 !%#! 皇冠杯中
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精英挑战赛移
师深圳"随着参赛选手的激烈争夺!

深圳站的比赛完美收杆!本届&皇冠
杯$的分站赛也已走过半程"

&!%#!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
球城市精英挑战赛$ 已于 & 月 #9

日移步青岛!随后的 &(;月间在上
海%大连%成都%苏州和福州等 =个
城市陆续举行! 并将在 #% 月举办
年度总决赛"相信&皇冠杯$必将呈
现更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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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放缓! 令大多数汽车企业无法
完成去年制定的销售目标"

盖世汽车网调查显示!上半年!国内
!9家主要乘用车企业中! 仅有东风乘用
车%上海通用和一汽大众'家企业完成全
年销量目标的一半"

上海大众%吉利汽车%一汽丰田%长城
汽车%北京现代%东风悦达起亚%东风日产%

东风柳州和上海汽车等;家企业接近目标!

完成率在9=>?=%>之间" 一汽轿车自主品
牌和北京奔驰完成率则在'%>以下"

自主品牌仍然是重灾区" 业绩相对
不错的长城汽车上半年累计销售!&@;'万
辆!同比增长$&>!但与全年)%万辆的目
标相比!完成率仅为9)@)>" 吉利汽车上
半年销售!!@'!万辆! 同比增长约9@!>!

完成全年销售目标9)万辆的9<@=>"其余
自主品牌车企情况更加堪忧"

中汽协副会长董扬在本月$$日举行
的月度信息会上更是大胆预测! 自主品
牌下半年甚至未来!到'年都很难改观!

今后'到=年内可能一半左右的自主品牌
汽车无法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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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库存已到极限!基本不进货
了!今年一直亏本" $昨日!北京某品牌经

销商老总向本报记者大倒苦水"

随着以往市场盈利能力最强的豪华
车经销商开始赔本赚吆喝! 全国汽车市
场进入真正的冰冻期"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罗磊坦
言!汽车厂家为了完成半年销售任务!把
压力转嫁到经销商的身上"因此!厂家批
发量的增长不是真实的市场反映"

记者了解到! 已有多个品牌经销商
向流通协会&举报$厂家恶意压库!并要
求协会予以曝光" 而目前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也在跟踪全国经销商的库存情况!

有结果显示! 除极个别畅销的汽车品牌
外! 国内绝大多数主流汽车品牌都存在
不同程度的压库行为! 其中部分品牌的
库存比早已越过$@=的警戒线"

上半年!在市场需求疲软的趋势下!

为了降低库存!完成销售任务!多数经销
商早已打起价格战" 但让经销商们十分
郁闷的是! 让利保销量的做法使得厂家
压库的行为更甚!而且!降价直接导致盈
利能力下滑"

事实上! 车市价格松动的负面作用
已经波及到上游整车制造企业" 一汽轿
车和东风汽车最近发布的年中业绩预期
公告均显示上半年净利大幅下降" 东风
汽车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 一汽轿车则预计! 上半年将亏损
9=%%万至&=%%万元"

!"#$%& 朗逸长期占据着紧凑
型家轿销量排行榜第一名的位置! 现在新
朗逸相比老款有所传承也有所突破! 据最
近我们官方消息确认! 上海大众新一代朗
逸将于<月$;日正式上市!新朗逸较现款车
型在外观% 内饰上改动较大! 新车将搭载
$@)0%$@9A两款发动机!共计$%款车型!目前
琼山大道海南澳众店已经全面开启了预售
绿色通道!预售价$$?$)万元!且订购不加
价优先提车*

造型设计一直是轿车重要的市场竞争
因素!决定着消费者对它的第一印象!新华
信的一项调查研究就显示!外观细节设计是
!%$!年消费者关注的新焦点)全新朗逸采用
了大众集团最新的设计语言!创造性地运用
了直线+型面%倒角等元素!营造出一款集硬
朗大气与精致格调于一体的车型"

透视全新朗逸的设计语言! 它既保持
了大众品牌的优秀设计品质! 又融入了更
多体现现代中国美学的设计元素! 上下水

平横拉式进气格栅立足于大气稳健! 上格
栅与两侧大灯巧妙融为一体! 整个前脸刚
劲有力(侧面造型处理果断而犀利!简洁的
型面有效衬托出贯通前后的精准腰线!令
车身侧面更显修长动感( 尾部设计张力感
明显增强!视觉重心亦更加沉稳!而双件式
尾灯型面紧凑利落!立体感十足"全新朗逸
整体硬朗的造型无不彰显出坚毅的品质!

散发出快意人生的风范"

全新朗逸的上市适逢我国轿车消费者
理念成熟%消费升级的时期" 就B级车市而
言!除了造型这一关键的考量因素之外!可
靠的安全系统%贴心实用的科技配置%可媲
美:级车的驾乘体验等都已纳入他们的衡
量的范畴" 全新朗逸精准地洞悉了消费者
的需求!通过对外观造型%内饰设计%驾驭
感触%随行科技%油耗表现%人性享受%便捷
储物%德系安全%安心体验十大方面的完美
升级!为消费者带来一款扎实硬朗%越级舒
适的全能高端中级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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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上海大
众斯柯达正式推出了优化升级的明
锐!%$'款车型! 共推出四种配置$!

款车型!价格区间为$!@!万元至$<@!

万元" 据悉!明锐!%$'款新增海湾蓝
的车身颜色! 采用全新的外后视镜
设计! 在提升舒适配置的同时还优
化升级了五大安全配置! 安全性和
整体性价比都进一步提升! 极大增
强了明锐的产品竞争力和在高端B

级车市场的号召力"

随着消费者购车对安全性能的
关注不断升温! 为了进一步提升明
锐车系的竞争优势! 上海大众斯柯
达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推出了优化
升级的明锐!%$'款! 最大亮点在于
优化升级了/27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侧面双安全气囊%加大外后视镜%弯
道辅助照明功能以及全新$)寸铝合
金轮毂等五项安全配置! 带来明锐
车系安全性能的全面提升"

据悉! 明锐!%$'款全系标配弯

道辅助照明功能! 时速低于9%公里
转弯时转向内侧的雾灯会自动点
亮!照亮弯道内侧的道路!防止因视
野太暗引起刮擦事故! 进一步确保
夜间行驶的安全"值得一提的是!明
锐!%$'款$@9A23和$@<A23的逸俊版均
标配最新的/27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这一系统能及时判断车辆是否出现
转向不足或转向过度! 通过制动车
轮改善车辆行驶轨迹! 有效避免驾
驶失误带来的安全隐患! 主动安全
保障进一步提升"

除安全全面升级外! 上海大众
斯柯达对于明锐!%$'款的其他配置
也是全面升级! 进一步提升了这款
高端B级车型的性价比" 在颜色方
面!明锐!%$'款新增海湾蓝!凸显动
感%明快%深邃的视觉感受!而多达)

种的车身颜色也满足了消费者个性
化的审美需求" 明锐!%$'款全系标
配2C卡音乐播放功能! 为驾乘者带
来了更便捷的娱乐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