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作厂商
挣得盆满钵满

国产品牌奇瑞艾瑞泽5

创造15698张的订单记录

合资品牌中东风日产和东风标致

分别斩获12806和3449张订单

一汽大众奥迪品牌

以1074张订单傲居豪华车榜首

订单总量也高达134225辆
总额为196.92亿元

汽车之家

分别同比增长

约 1.5倍 约 1.2倍

订单量超10万张

易车网

阿里汽车

订单总量138970辆
总额212.07亿元

再度创下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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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自胜者强”吉利帝
豪GL海南上市会在瑞达通4S店正式
上市。新车包括1.8L和1.3T两个排
量共计7款车型，售价7.88—11.38万
元。作为吉利汽车精品3.0代的第四
款车型，帝豪GL无论在造型设计、越
级安全、空间舒适、智能配置等方面，
都展现出了比肩合资同级热销车型的
产品硬实力，树立了中国品牌A级车
品价比新标杆。

“安全”是帝豪GL的第一硬实力，
甚至被业界看作帝豪GL与合资品牌展
开正面竞争的突破口。今年8月，帝豪

GL在中汽研成功完成”全球首次公开
车对车垂直碰撞测试”高难度挑战，充
分验证了这款车卓越的安全性能。针
对驾驶者疏忽、驾驶环境突变和操作不
当这三大威胁行车安全的因素，帝豪
GL应用吉利汽车“安全识别圈”理念，
为用户提供包括驾驶安全感、辅助驾驶
系统、信息辅助及安全警示、主动避祸
安全、被动碰撞安全、事故报警及救援
六个层面在内的全方位安全解决方案。

帝豪GL车身长度达到4725mm，
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国品牌最长A级
车”，加之达到2700mm的轴距和领

先同级的1802mm车宽，为帝豪GL
奠定了“A＋级轿车”的身份，宽绰车内
空间无论是车内头部空间、后排腿部
空间，帝豪GL都体现出了同级领先的
水准。此外，帝豪GL在空间便利性和
人性化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车内多
达26处人性化储物空间，后排座椅的
翻转功能，更使帝豪GL在储物和载物
能力方面表现更灵活、多变。

与此同时，在帝豪GL全系10项
标配中有6项集中体现在舒适、便利
性方面。包括无钥匙进入+一键启
动、多功能方向盘、自动恒温空调和四

门车窗一键升降及防夹功能、后排
USB充电接口的设置，以及后排座椅
靠背4/6可分体翻转功能等。除此之
外，帝豪GL还配备了大灯自动开启
和电动高度调节、电动调节带加热除
霜外后视镜等非常实用的配置，以及
六向电动调节座椅、座椅电加热等颇
具档次的配置。

帝豪GL的配置海南瑞达通贸易
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丘海大道与椰海大
道与交汇处往西50米

销售热线：0898-66813900

以“自胜之道”向上突破

进军A级车中高端市场 吉利帝豪GL海南上市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双11”中，
易车网凭借其获得的140家汽车品
牌超过1100个车型的支持，以订单
总量138970辆、总额212.07亿元再
度创下新高；汽车之家的订单总量
也高达134225辆，总额为196.92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了约1.5倍和1.2
倍；此外，阿里汽车也交出了超10
万单的亮眼成绩。除汽车电商取得
好成绩外，各合作厂商也挣得盆满
钵满。在和各电商合作，同时又借
助自家电商平台的情况下，国产品
牌奇瑞仅靠艾瑞泽5一
款 车 型 就 创 造 了
15698张的订单记录，
合资品牌中东风日产
和东风标致分别斩获
12806 和
3449张订

单，一汽大众的奥迪品牌更是以
1074张订单傲居豪华车榜首。

“这次‘比武’是目前海南乃至
全国汽车电商落地合作的缩影，我
们可以看出，眼下多数汽车电商在
合作中开始融汇车贷、车险等金融
服务和比较新颖的VR等科技，纷纷
打出了一手好牌，未来不可限量。”

魏永强认为，这种合作牵手将是全
国性趋势，海南也不例外。“所以海
南消费者在购车时，除关注传统车
展外，也可多关注和了解汽车电商，
尽量做到‘价比三家、惠比三家’，以
称心的价格和放心的渠道选购心仪
的爱车。”

网上买卖车辆已成趋势，部分品牌销量占比可达30%

汽车电商经销商进入蜜月期

消费者在线上选
车、付定金，在线下联
络经销商进行试驾体
验，满意则可在购车
时享受电商提供的现
金和贷款礼包，不满
意则定金随时可退
……流程简单、价格
透明、优惠实在，这样
的网络购车售车，近
年来已得到越来越多
海南消费者和经销商
们的关注。在刚过去
的“双11 ”中，汽车电
商的促销手段层出不
穷，销量更是实现大
突破。

省汽车行业协会
副秘书长魏永强认
为：“随着汽车电商和
经销商不断进行高质
量牵手，如今二者已
走入了一段合作蜜月
期，同时这种密切合
作也将给海南车市带
来不少新变化。”他还
表示，经过三年多的
磨合，海南汽车电商
已开始向产业链纵深
发展。“相信不久后很
多海南车主的观念将
会大有改变，网上买
车也将成为海南新的
新消费热点。”

■ 实习生 陈卓斌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其实网上购车的过程并不繁
琐，多数海南消费者只要在网上交
了定金，再到店试车交流，最后付尾
款提车即可。”据海口比亚迪翔飞
4S店副总经理欧少林介绍，该店已
和易车网、汽车之家等电商多次合
作，对方会在“双11”等节日给予消
费者一些车贷优惠、红包补贴、礼品

等，给比亚迪的车辆促销提供了不
少帮助。欧少林解释道，由于网络
售价都是由厂家和电商事先协调确
定，4S店在当中并不会蒙受额外的
损失，反而合作得十分融洽。

“如今在我们店，经由汽车电商
平台完成的销量占比约占10%，有些
合资品牌甚至能达到30%至40%，这

次‘双11’更是实现了大突破。”但
欧少林同时表示，4S店在自家品牌
汽车的销售、售后、人员培训等方面
的优势，都是电商短时间内无法赶超
的。“综上所述，再加之目前汽车电商
多数不直接经营实车，所以我认为是
不会对4S店造成冲击的。”此外，很
多了解汽车的消费者都知道，海南的

汽车售价部分比起内地偏贵，网络购
车兴起后，部分消费者到岛外购车，
欧少林认为不必担忧，也不可能形成
常态。“因为消费者如果选择岛外购
车并开回岛，不但增加了不必要的风
险，这种长时间的高速行驶也对新车
的磨合十分不利，危险重重；如果选
用卡车拖运，成本又太高。”

“如今大多数汽车电商在合作
中，仍以提供数据支撑和导流为主，
简单来说更像是一个收集线索信息
的中介。”海南瑞祥讴歌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成龙表示，目前
他们还未和汽车电商达成具体合
作，即便是和汽车网站进行的合作，
也还处在推广、宣传和线索资料交

互等阶段，几乎没有触碰到电商领
域。“目前来看，网购汽车还是以线
上平台收集线索、线下经销商跟进
线索为主，还无法效仿传统网购，把
汽车直接送到消费者家门口。”李成
龙认为，汽车是在购买时十分注重消
费体验的大宗商品，不像肥皂等日用
品，消费者十分熟知产品体验，直接

在网上购买并无大碍。
“即便是同一车系的汽车，在不

同时期、不同代甚至不同配置的产品
之间，驾乘质感都可能存在很大差异，
如不经体验很难形成终端销售。”李
成龙表示，作为定位比较高端的豪华
品牌，他们还是倾向于以现场售卖的
方式给顾客提供保质保量的销售和服

务。“目前还未找到符合我们要求的
电商，但他们未来的发展对我们而言
很具有吸引力。”他表示，如今很多
品牌自身也在经营电商平台，同时
推出了网络预约保养、维修等服
务。李成龙认为，未来出现各厂商
携手几家大型汽车电商，共同推进
差异化发展的可能性会更大。

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
接近警戒线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汽车经销商10月份库
存水平继续增加，已接近警戒线。专家提醒，仍
要谨慎预期11月份汽车市场需求，合理控制库
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18日发布的2016年
10月份“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显示，10月
份中国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32，环比
上升17%，同比上升2%，经销商库存水平已经
超出合理范围、接近警戒线。

根据国际同行业通行的惯例，汽车库存系
数在0.8到1.2之间，反映库存处在合理范围；
库存系数大于1.5，反映库存达到警戒水平，需
要关注；库存系数大于2.5，反映库存过高，经营
压力和风险都非常大。

据分析，10月当月，厂家批发量增加，经销
商提车任务量加大。此外，部分厂家对市场预
期乐观，调高了销量目标，进一步增加了经销商
的提车任务量。综上原因，10月份的汽车经销
商库存量相比9月份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合资、进口、自主汽车品牌
的库存系数相比上月均有所上升。

业内专家表示，四季度的后两个月是厂家
年终冲刺阶段，11月份的广州车展也是车商冲
量的好时机。不过，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消费者
的消费欲望下降，11月份的汽车市场状况预计
略差于“金九银十”。

对此，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建议，经销商要根
据实际情况，理性预估实际市场需求，合理控制
库存水平，以防库存压力过大，导致经营风险。

（中新）

一个多月后，1.6升及以下乘用车的销售
“盛宴”将结束，留给市场的将是“提前消费”埋
下的隐患。

“明年卖什么车，明年再说。”连日来，记者
采访武汉部分4S店发现，大多经销商想趁购置
税减半政策到期前，冲击一把销量。

然而，让业内人士担忧的是，“泄洪式”增长
过后，车市的销量“透支”将带来明年增速乏力
的局面。中汽协副秘书长师建华预计，如果购
置税政策在明年延续，预计汽车市场全年增速
可以达到6%到7%。否则增速或将在2%以
下，甚至负增长。

不过，也有部分经销商提前打好了算盘，将
主推车型定位在发展良好的SUV上。尽管
SUV良好的势头不会一直延续下去，但业内人
士表示，至少两年内依然快于其他细分车型。
而且，当前10万元级的SUV并不少见，基本可
以替代这一价格区间的轿车。

当记者问道，一旦小排量车购置税到期，明
年销售怎么办？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市场上的
汽车经销商都趁这最后一个多月，铆足了劲提
高业绩，“明年的事明年再说，不是我们一家面
临这样的问题。”

但业内人士不无担忧。中汽协副秘书长叶
盛基表示，由于已接近年底，受政策不确定因素
影响，无论购置税减半政策是否取消，相当一部
分消费者已经开始透支明年的消费。他预测，
如果政策取消，年底两个月小排量汽车销量占
比可能达到80%。

11月18日，汽车观察员肖红向记者表示，
一部分消费者提前购买小排量汽车后，势必会

“损伤”经销商的利益。“车价越高，利润越大，薄
利多销的小排量车透支了市场需求。”

实际上，决策层已意识到这些问题。有媒
体报道，11月1日，国家发改委、交通部、财政
部等多个部委召开部门会议，研究是否延续购
置税减半政策。

不卖小排量车，汽车经销商卖什么？“在没
有政策优惠的情况下，保证利润其实并没有想
象中的难。”武汉黄金口汽车市场一家合资品
牌4S店的蔡经理表示，经销商可以直接降低车
价、走量保利，对于消费者而言同样能获益。目
前，我们开始计划对几款经典SUV进行促销”。

武汉黄家湖一家自主品牌4S店的杨姓销
售经理说：“SUV卖得这么好，明年应该是我们
的主推车型。”

记者在日前举行的武汉国际车展看到，
300余家展商中，将SUV作为主打车型的约
占七成。显然，经销商开始“押宝”SUV 市
场。 （据长江商报）

优惠将到期

小排量车“泄洪式”增长
明年车市会“虚”吗？

汽车轮胎
为什么要换位？

轮胎换位的原因：
由于各轮胎工作条件和负

荷不相同，载货汽车一般后轮负
荷大于前轮，轿车一般前轮负荷
大于后轮，如果驾驶员位置在左
侧，那么在通常情况下，汽车向
左转弯时的转速会大于向右转
弯时的车速，导致其车右侧的轮
胎左转弯时受到的压力大于左
侧轮胎，汽车行驶一定里程后，
右侧轮胎的右侧边缘磨损最为
严重。

换位的周期：
主要是以保养手册为主，新

车换轮胎一般在10000公里，以
后每行驶 5000 公里到 10000 公
里进行一次轮胎换位。

换位的方法：
最好不要将新轮胎装在后

轮，一切按照汽修师父的指令去
换位即可。前轮的换位只是对
调前轮的左右轮胎，后轮也会相
应的做出左右的对调。一般只
使用于驾驶员在左侧的车辆。

合作车商 相处融洽 不认为会影响4S店业务

未合作车商 对电商有所预想 寻找合要求电商

电商业绩 看好网购车市 消费者可多加参考

车·观察

今年“双11”汽车电商业绩突出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群众工作部：66810660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三十元 零售每份一元 昨天开印时间1时47分 印完：4时30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