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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海南第一家纳智捷汽
车生活馆!!!纳智捷宏信泊虎汽车生活
馆也将在本周六"!月 "#日#上午举行隆
重的开业庆典$ 以此献礼纳智捷大七
$%&下线一周年$ 也欢迎各界宾朋到馆
赏车试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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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智捷 大 ! $%& 的下线意味着东
风裕隆已完全具备整车研发制造能力与
产品质量把控能力%据悉$东风裕隆公司
研发体系不仅获得东风集团和裕隆集团
的强大支持$ 而且正在建立独立的研发
体系和流程$并积极整合欧&美&日等国
际知名研发机构和高科技企业% 研发机
制上$将培育核心技术优势$确保高质量
的开发和高品质的新品投放' 通过建立
双赢协同的供应平台$ 以全阶段的成本

管理策略$实现最具竞争力的车型成本'

产品规划上$ 确立今后 '年每年将投放
()*款新车的规划%

与此同时$ 东风裕隆的营销渠道建
设工作也齐头并进% 东风裕隆采取独复
式区域混载切割模式$ 即依区域销售特
性进行弹性切割$ 将经销商的获利能力
作为考量$ 把通路覆盖率快速提升作为
主要指标% 目前东风裕隆已基本完成了
初步营销网络布局$截止到 +月底$已有
近百家生活馆建成并开始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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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智捷 大 ! $%&是依华人智慧&汇
世界资源& 着眼全球市场打造的世界级
产品$ 其造型设计由东风裕隆与国际知
名的 ,-.意大利人乔治亚罗设计工作室
所共同合作完成$ 整车轮廓以跑车风格

的曲线勾勒$ 不但消除了一般 $%&厚重
视觉$更让纳智捷 大 ! $%&具有一种强
烈的方向性$ 飞翼式引擎盖延伸线条&倾
斜 /柱线条和饱满大气的车尾造型点缀
其中$更加凸显出整车运动&豪华的风格%

纳智捷大 ! $%&以首创的 (两颗引
擎)"智能引擎0动力引擎# 概念在市场上
独树一帜$*1*2动力引擎为产品带来强劲
的动力来源$234560智能引擎具备强大的
影音娱乐&电话通讯&卫星导航&行车安
全&车主专属&系统设定等六大功能$更具
有语音声控系统% 纳智捷 大 ! $%&更具
备 *7颗计算机&#个镜头$创造出全新的
移动价值$ 它将 89:;< &4<=0 7+>度环景
影像系统&?4:3@ &4A4B50高感光夜视辅助
系统&C-D$0行车偏移侦测警示系统&

$4E< &4<=0车侧安全影像辅助系统等囊括
入系统$构成全方位视频智能驾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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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至 #月 ("

日$历时半个月的 ">("伦敦奥运会$再次
掀起了四年一度的全球体育激情%在此期
间$人们不仅可以在电视机前观看中国奥
运英雄的精彩表现$还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为奥运健儿们呐喊助威%

!月 "(日至 #月 ("日期间$(广汽
丰田*为中国助 &+加油呐喊)活动在广汽
丰田全国销售店以及广汽丰田新浪&搜狐
官方微博上隆重开展$活动分为(声动中
国)和(传动中国)两大部分$参与者可以
通过呐喊助威&微博发图&微博转发等方
式传递奥运激情$ 发出助威奥运的最强
音%与此同时$广汽丰田也为参与者准备
了丰厚的奖品$如(惊喜到店礼)&(千元购

车礼)&F>>元加油卡& 欧洲双人游套票
等$ 而在 #月 (*日奥运闭幕式当天抽出
的(终极大奖)幸运儿更有机会获得逸致
五年使用权%多重(礼)遇$让人心动,

在活动期间的广汽丰田销售店可谓
人声鼎沸$门庭若市%奥运粉丝们到广汽
丰田全国销售店(呐喊专区)即可参与(声
动中国)店头呐喊活动$不仅可以淋漓尽
致地挥洒心中的奥运激情$还有机会获得
丰厚的(惊喜到店礼)&(千元购车礼)%

参与者只要在广汽丰田销售店的
(呐喊专区)$朝着(为中国助 &)分贝测
试仪$喊出(中国$&G)口号$每位参加者
都将根据不同分贝数值$ 可获取相应的
购车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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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单月销量突破
(H>>>台$东风日产新骊威家族为小车市
场创下了又一个销量传奇%上市以来$新
骊威家族始终保持月均销量近万台的好
成绩$ 如今又以强大的销量数字收尾上
半年$ 再次证明了自己在该级别细分市
场的领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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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新骊威家族自 ">(> 年 I 月底
上市以来的市场表现$用(稳中求胜)来
形容最贴切不过% 不论是购置税政策盛
行的利好年代$还是(限购令)推出的动
荡年代$新骊威家族都有着不俗表现$月
销量多次过万%截至 ">(" 年 + 月$新骊
威家族的累计销量已超过 "H万台$进一
步印证了其(全时全能)的产品品质$以
及统领精品小车市场的先锋地位%

从目前销量数据分析来看$精品小车
市场已分化为不同的层级$ 新骊威家族&

JKCK以月均近万台的销量遥遥领军小
车市场$而飞度&雅力士则以略低的销量
位列其后%如今的小车阵营已呈金字塔结

构$层级间的销量差距较大$分化明显%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 小车市场强者
愈强&泾渭分明的竞争格局将愈加明显%各
个车型的市场表现足以展现他们的竞争力
强弱%在精品小车市场$新骊威家族&JKCK

作为细分市场的领头羊$ 以绝对销量优势
锁定了胜局%

*>(*年是小车市场挑战与机遇并存
的一年% 市场增速较为缓慢$ 整体大约在
IL左右$ 略低于过去几年的增长速度$各
车企之间的竞争也因此加剧% 而严峻的市
场形势下$ 政府针对小排量车型出台的一
系列扶持政策$ 让以新骊威家族为首的小
型车又重回舞台中心%

$}4}~%

���g�3���

业内人士指出$ 小车市场受国家政
策影响比较大$相比其他级别市场来说$

购车需求不太稳定$ 因政策淡出或市场
冷淡而影响销量的情况时有发生%然而$

新骊威家族既能够在残酷竞争中脱颖而
出$ 又能在车市冷淡中保持热销$ 与其
(全时全能)的产品实力有着必然联系%

在(全时全能)概念的引领下$新骊
威家族充分彰显了多面手的形象$ 兼顾
家居生活与商务活动%其中M新骊威劲悦
版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 同级别最宽大
的便利行李厢$为注重实用性&高性价比
的消费者提供了选择' 继承新骊威家族
在空间&外形&动力等方面优势的同时$

全新设计的现代前隔栅更加动感锐气'

新增加的天窗&真皮座椅&倒车雷达等配
备及深色内饰&六种车色选择$极富时代
气息%

新骊威劲锐版外观时尚洒脱$ 车内
空间宽敞$满足了那些年轻有活力&兼顾
工作与家庭的消费者% 新骊威劲锐版添
加了真皮座椅和倒车雷达$ 给消费者带
来一种超越期待的选择%

新骊威劲逸版拥有灵活的三排座椅空
间及同级别车中强劲省油的动力系统$为
事业有成的家庭用户提供了便利% 新骊威
劲逸版 '种可灵活调节的座椅变化空间$

及 (1#NO发动机与 P&2P可变正时气门
系统的完美结合$对于游走于工作&事业并
兼顾家人生活的人士来说$ 无疑是高性价
比的精明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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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广汽丰田嘉翔南海店举办的
(老客户介绍新客户购买新凯美瑞数量 JQ

大赛第二季)启动啦,第一季老客户介绍 ,"

J3B5<HA得主是我们黄建针老车主%应广大
老客户要求$特此举办了第二季$活动时间
为 !月 (日至 R月 I>日$ 活动期间老客户
介绍新客户购买新凯美瑞最多者$ 即可获
一等奖 ,J3B5< HA一台$ 二等奖 (>>>元油

卡$三等奖 #>>元保养券%

另凡介绍新客户购买广汽丰田全系车
的老客户均可获得 (>>>元精品抵用券%

此外$ 本月 *I日)I(日期间购买广汽
丰田七代凯美瑞&逸致&雅力士的客户$均
可享受嘉翔南海店推出的(随心贷)活动-(1

首付两层$送一层'*1首付五层 >利息&>月
供,更可尊享二手车不限品牌置换三重礼,

本月嘉翔南海店为了回馈广大客户$

同时推出全新换代凯美瑞 *1F. 店庆限量
版$直降 I>>>>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