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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他抢滩商场；最，使他的
企业持续发展。

蔡松之先
30年，一往情深的

汽车情结
1984 年，海南汽车事件正发

酵。海口市中心的大英村，几乎每
家院子里都象放水缸一样放几辆
新车。

那年，他21岁，看到单位出现
一辆丰田海狮面包车时，他的心
便被车勾走了，白天开，晚上开，
夜里也开。

那时，开车就象现在开游艇一
样，不要执照。1991年，当时考驾照
用的都是大货车，蔡松考了D照。

之后，他靠给人维修摩托车为
生，也拍车的广告。1991年，当时海
南为扶持汽车产业的发展，特别在
税收方面给予外资汽车经营一定的
免税政策。他从开车、修车、拍车，
转行开始卖车，代理进口汽车销售
业务，成为海南最早的汽车经销商
之一，到现在已经23年了。

20年前
车只在朋友圈卖

蔡松卖的第一辆车是一台丰田
2400农夫车，就是现在的皮卡。赚
了2万元。

“就是这辆车让我对汽车销售
行业充满了信心。”他说，当时还是
卖方市场，车不用放在路边卖，连店
都不用建，买的都是朋友和熟悉的
人，靠着口碑卖车，买车后大家就成
了朋友。也就是那个时候，为今天
的福德积累了大量的老客户，现在
他微信的好友圈有70、80都是当年
从他手上买车的客人。

4S
一场2000万的豪赌
汽车代理行业有句行话：投资

一个4S店，前五年几乎是亏损的，
中间五年把投资亏损拿回来，第三
个五年能赚钱就算是活了。可
是，很多人连第一个五年都撑不
下去。

2003年12月，投入2000万，福
德集团建立了第一家4S店——福
特4S店，当时，海口市的汽车年销
售额还不到2万辆，全市的汽车保有
量还不足10万辆，不用建4S店也可
以实现盈利。

“谁都做得到，你又有什么优
势？当时我就瞄准了汽车销售的后
市场，看准了汽车品牌运营趋势将
是做服务。有了更好的硬件和软件
服务，才能为后来的持续发展赢得
可能。”

2003年，汽车销售的利润在六
个点以上，而现在却只有一两个
点。汽车利润空间小了，但是福德
却把市场做大了。现在，福特最高
时候月销达到 260 辆，现在拥有
8000个客户保有量。

蔡松说：“这个行业不是暴利行
业，短期盈利不可能，只能是深耕行
业，期待长期回报。”

福德之最
卖车最多，可绕海

口一圈

福德有会员5万多人，按照一个
会员一辆车，一辆车5米计算，可以
排成25万米的车队，差不多可以跑
满整个海口绕城高速了。

蔡松很留意路上、停车场里的
汽车，习惯性数数有多少是福德代
理的品牌，即使在美国旅行，他也喜
欢在马路上数车，看看在这些发达
国家福德代理的车有多少。看到自
己代理的车随处可见，这让他非常
自豪。

23年孜孜以求，默默深耕，如今
福德是海南时间最长的汽车销售
商，是海南最大的汽车品牌运营商，
是海南汽车销售之冠。

品牌最全 爱富不嫌贫

从300万元的高端车到2.5万
低端车；从轿车到SUV到商务车，
福德代理的汽车覆盖高、中、低端汽
车消费群体，旗下有沃尔沃、进口大
众、韩国进口现代、克莱斯勒、道奇、
JEEP、福特、斯柯达、东风雪铁龙、
铃木、三菱、中华、金杯、风行等16个
汽车品牌，实现一站式购买。

销售最疯狂
2014年金秋车展
今年 9 月，海报集团 2014 金

秋国际车展，上海大众最后几天
的销售量都超过了一百辆，四天
车展，卖出了400辆，完成了一个
半月的销售目标！这让蔡松非常
有成就感。

海南人偏爱日系车，但是经过
福德多年深耕市场，海南欧美车增
长速度很快，如沃尔沃一个月销量
有60多辆，克莱斯勒好的时候一月
有50多辆，上海大众单月售出300
辆，福特也有月销260辆的记录。

看得最远
让“差品牌”成为全国第一

福德经营的很多品牌在海南的
市场都是从无到有，一些在别人看
来的“差品牌”福德做得风生水起。
谁又知道原来沃尔沃在海南是一个
做亏的品牌，在海南也没有知名度，
福德却投资两千万建设了沃尔沃4S
店，现在海南沃尔沃的市场占有率
在全国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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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脚踏实地用四个车轮走路，
用方向盘把控人生、事业和海南汽车
销售业的方向……

从在海南最先拿到驾驶证到20年
间经手了10万多辆新车，从最初偷开
单位车辆，到售车的投资人、经理人、
车辆服务商、销售顾问、海口汽车维修
检测协会的会长、专业车迷……蔡松
从最先开车、最先卖车、最先开4s店，
到他领航的企业福德集团成为海南售
车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汽车品牌运
营商。

蔡松之先 福德之最
海南福德汽车集团董事长蔡松的车缘

新奇骏满载阳光关爱
深入漠北倾情助教

今年，东风日产阳光助教之旅的第15站是
中国第4大沙漠——腾格里沙漠，也是爱心车
队5年来第二次走进宁夏。作为阳光助教之旅
的专属座驾，新奇骏在四驱系统、动力系统以及
智能驾驶系统方面出色的优势，让爱心之路畅
行无阻，也得到了众车主的信赖和好评。

进入马湾小学的这一路，着实不好对付，很
长一段坑坑洼洼的山道或者乡道。欣喜的是，
通过过程中，新奇骏超过200mm的离地间隙，
几乎感受不到底盘的剐蹭感，这或许是新奇骏
本身极佳越野基因的一个展现吧！无论路况如
何，新奇骏都无所畏惧地披荆斩棘，把爱心物资
送达。

有着十几年驾龄的老司机刘洪强说，新奇
骏单就最小离地间隙而言，就是同级别车型中
最大的，而且233N·m/4400rpm的扭矩，在超
车或爬坡的时候，冲劲极强，真有种骏马飞奔的
劲头。

作为一款曾经征服过南极大陆、北极冰川
和珠峰艰险的城市SUV，新奇骏以卓越的性能，
伴随东风日产阳光关爱之旅，一路穿高山、越水
泊、经沙海，将爱心与关怀撒向神州大地。在丛
山峻岭间，大漠风沙里，一路书写着精彩感人的
助学故事，带动越来越多的车主，为更多地区的
孩子们送去阳光关爱，让公益之路，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卓越随行 探索自由
捷恩斯开创豪华新起源

清爽的海风、温润的阳光、清澈撩人的大
海、细腻柔和的沙滩，这些美丽动人的风景不知
道会让大伙联想起哪儿？捷恩斯（Genesis）将
引领我们安全到达拥有如此美景的三亚市。进
口现代豪华轿车捷恩斯俨然成为寻求不羁空
间，摆脱束缚、感受自由，挥洒激情、释放自我的
最佳搭档。

在临出发之际，首先来认识我们的搭档捷
恩斯：俊俏的外表，车身整体流畅优雅；巨大的
盾形进气格栅采用阶梯型镀铬饰条，使车头看
起来非常有气势；该车长宽高分别为 4990/
1890/1480mm，轴距达到3010mm。捷恩斯配
备3.0L和3.3L发动机，使我们能够轻松从容应
付各种复杂的路况。全新“捷恩斯”配备有车道
偏离警告系统、车道保持辅助系统、智能泊车系
统、第二代BlueLink车载服务系统以及二氧化
碳传感器等科技配置，为我们提供一个卓越的
驾驶环境。

驰骋在一望无际的东线高速公路上，单调的
旅程因捷恩斯显得不再单调。标配的8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带方向盘换挡拨片，能够提供平顺的
换挡及优秀的燃油经济性，同时提高驾驶乐趣。
可自由切换的普通版和运动版驾驶模式，让每个
瞬间都更加从容，使得人车合为一体。

捷恩斯通过最尖端的科技，实现了拥有“稳
定、直观和简单”三大特点的人机交互。全新升
级的9.2英寸前排液晶显示屏超越了同级别竞
品，凸显捷恩斯的豪华大气，同时，后排9.2英寸
大视角娱乐双显示屏、莱斯康 17 扬声器音响
系统，使我们的旅途有着殿堂级别的体验。

拥有着这么好的搭档，带领我们飞驶向美
丽的三亚市亚龙湾风景区，本来平淡的驾驶旅
途更加绚丽多彩。

7月28日 广汽丰田全新雷凌
（LEVIN）正式发布，凭借丰田全球
最先进的新MC平台打造，特点是：
车体结构更坚固，操控性和可靠性
更出色。雷凌无疑是一款有实力改
写当下中级车市场格局的车型。雷
凌登场带来1.6L和1.8L两个排量，
8 个配置车型，售价区间：10.78-
15.98万元。

极限测试显驾驶乐趣
由于试驾当天一直在下雨，所

以加速测试的成绩仅仅只是作为参
考，并不代表雷凌的真正实力。关
闭车身稳定系统，油门与刹车同时
踩到底，使用弹射起步，转速保持
在 2100转左右，即便是在如此湿
滑的路面，雷凌的起步也没有任何
的打滑情况出现，整个过程相当的
平稳，最终的加速成绩为11.19秒。

当车速达到100km/h之后，全
力踩下制动踏板，前悬挂压缩的比较
厉害，整个车身的前倾也相对明显，
但好在车内人员的感觉并不明显，最
终的制动距离为43.93米。在如此
湿滑的路面上能够得到这个成绩已
经很不错了。

动力总成尽展实力
这次试驾的车型均为配备

1.8L+S-CVT这套动力总成的车
型，行驶到高速之后，如果只是用D

档的话，那么发动机的转速会一直
保持在最经济的那一转速区间，只
是这个时候的动力会偏软，加速时
总是需要比较深地踩油门才会得到
回馈。雷凌变速箱使用的是丰田新
一代的S-CVT变速箱，这台CVT
变速箱被模拟出8个档位，并且这
台变速箱还拥有更多的技术。

新的变速器油泵与新的变速器
油，同样是为了实现更低的油耗而设
计。以往的CVT油泵只能提供高压
工作一种模式，而新结构油泵有高压
和低压两种模式。根据需求自动调
节油压，降低油泵压力，也就降低了发
动机能耗，从而实现了更低的油耗。

总结：雷凌是广汽丰田首款专
为中国消费者深度定制的“新感观
领秀中级车”，雷凌有众多针对中国
的用车情况、需求等而进行的独特
设计。雷凌是来自于北美的卡罗
拉，但是针对中国市场进行了进一
步的优化，进而它的产品力更加适
合中国市场。

新车密集上市

自主汽车走出困境
伴随10月份密集的新车上市潮，

多款自主汽车让人眼前一亮，展示了
久违的市场竞争潜力。在此之前，自
主乘用车市场份额在连续 12 个月下
降后，终于在9月份止跌回升。

单从销售数据看，得出自主汽车
就此告别困境的结论有些牵强，但多
款自主新车所展示的研发实力和品质
水平，让人们看到了自主汽车重新获
得市场主动权的机会。

售价16.38万至23.18万元的广汽
传祺 GS5 速博，制定了堪比合资车型
的售价，卖点是最新的1.8T涡轮增压
发动机和7速双离合变速器。大众汽
车正是凭借这一技术确立了领先优
势，收获了让同行羡慕的销售业绩。
速博的7速双离合变速器由广汽和菲
亚特共同研发、生产，规避了大众DSG
通风散热不佳的技术缺陷，未来将列
装传祺所有车型。

除动力性能的升级换代之外，速
博展示的品质工艺证明了传祺的成
长。在全面导入丰田和本田的生产模
式后，传祺打造了属于自己的“广汽生
产方式”，从而全面提升了品质管控能
力，这才有了向合资车型叫板的底气。

同样在动力技术上实现全面升级
换代的还有上汽，即将于11月1日上
市 的 第 四 代 MGGT 是 搭 载 上 汽

“CUBE-TECH”全新一代动力总成的
首款车型，最大配置亮点是1.4TGI涡
轮增压发动机和TST7速双离合变速
器。这一技术由上汽和通用联合开
发，未来上海通用最新的动力技术也
将同步配置在荣威和MG车上。

在此基础上，MGGT将首次搭载
上汽inkaNet4.0智能网络行车系统，通
过3D 全息自由行导航与地图路网的
配合，可实现分钟级路径即时优化、精
准行车时间预判、交通事故及障碍预
告等，帮助用户节约堵车时间，并提供
更加先进的车载物联网服务。

在SUV热销的市场环境下，多款
自主 SUV 正发起新一轮市场攻势。
风神AX7、吉利豪情X9、比亚迪S7正
先后上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
AX7开始，风神将在未来3年投放5款
全新车型，起步较晚的东风自主乘用
车项目，也终于迎来产品收获期。

近期，汽车行业用户满意度测评（CACSI）
结果出炉，致炫荣获2014年市场关注新车（10
万元以下）满意度第一名。10月中旬，广汽丰田
致炫加推三款1.5L“强化版”车型，其中致炫
1.5L魅动版AT车型售价为8.58万，1.5L炫动
天窗特别版MT/AT车型价格分别为8.78万、
9.58万；另外1.5GS锐动版车型配置也全面升
级，售价为10.88万。

致炫1.5L魅动版车型就是在1.3L魅动版上
升级排量，大幅度降低了1.5L自动挡车型的门
槛。此外新增的两款1.5G炫动特别版车型，则
是在原来1.5G炫动版上增加了天窗、真皮+高
级织物混搭座椅、熏黑前大灯；仪表中控台、电
动门窗开关和车门内把手等位置，增加了白色
钢琴烤漆豪华镀铬。

除了新增车型之外，广汽丰田也对致炫车系
的配置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在1.5L魅动版及以上
车型中，新增了包括空调出风、门把手、手刹按钮
等多处镀铬饰件，增配了带杯架和储物功能的前
排中央扶手，提升了车型的品位和格调。

致炫强化版发布
加配不加价 炫出年轻范

尽展“不妥协”实力
雷凌椰城试驾体验

交通运输部近日颁布了《出租
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建立了市
场退出机制，将经营权到期后能否
继续经营与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结果
进行挂钩，体现优胜劣汰导向。

交通部表示，出租汽车车辆经
营权管理是出租汽车行业管理的
重要内容。《规定》对规范出租汽车
经营权管理进行了制度设计：一是
明确经营权实行期限制，鼓励通过
服务质量招标方式配置经营权。
二是建立完善市场退出机制，要求
与出租汽车经营权人签订经营协
议，并与《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

考核办法》有效衔接，经营权到期
后能否继续经营与其服务质量信
誉考核结果挂钩，体现优胜劣汰导
向。三是对于车辆经营权需要转
让的，要求依法办理车辆经营权变
更许可手续，重新签订经营协议，
并明确经营期限为其剩余期限，提
示经营风险。

业内专家表示，出租汽车行业
是重要的服务窗口行业，建立出
行业退出机制，可以将那些只追
求高额利润，不讲社会效益的企
业清退出市场，提高行业的服务
水平。

我国交通部首次确立

出租车退出机制

新规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