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 6 日 ，东 风 日 产 第 1 4 代 轩 逸
SYLPHY上市发布会在珠海长隆举行。新车
共推出6款车型，售价10 . 90万～14 . 30万元。
同时，东风日产还为第14代轩逸打造了全方
位的“幸福‘逸’享计划”，从保险、金融、置
换、增购等方面为消费者提供完善的购车服
务。依托日产全球CMF平台高零部件通用
率、区域模块组合高灵活性、兼容多车型高
延展性的核心优势，第14代轩逸实现结构、
空间、科技、配置、性能的全面越级提升。东
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经理安东尼·巴瑟斯表
示，“13年来，中国消费者对于车辆的需求不
断进化，从更大、更舒适、更享受，到更高品
质，轩逸持续关注家庭消费习惯和用车需求
的变化，赋予用车生活更多幸福内涵，以行
业领先的高品质及远超同级的高价值，引领
中国家轿市场不断进化。” (戚淑军)

7月11日，全新XR-V在广州领潮上市，
市场指导价12 .79万—17 .59万元。全新XR-V上
市同步即推出了两大购车政策。一、全新XR-
V最高可享受36期0息的贷款优惠；二、全新XR
-V全系车型将享受5000元购置税补贴(活动
时间：2019年7月11日—8月31日)。

作为一款精锐时尚SUV，全新XR-V在
动力总成、造型设计和智能科技等领域实现
多重进化。活动现场以探寻“X”为主题，意
在激发年轻人“探寻”的渴望，探寻未来生活
的无限可能。XR-V上市五年累计销售65万
辆，近四个月销量均超过1 . 5万辆，雄居小型
SUV销量前茅。XR-V新增闪烈黄、丹宁蓝
全新外观色，更显活力十足。全新XR-V搭
载了与思域同款的220TURBO发动机，最大
功率130kW/6000rpm，峰值扭矩220N·m/
1700-5500rpm，百公里加速最快仅需8 . 9秒；
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6 . 1升。 (亚璐)

近日，梅赛德斯-奔驰在长春车展推出了
标轴两厢的全新奔驰A级车，共两款车型，售
价25 . 78万-27 . 38万元。全新A级车外观更加运
动紧凑，前卫个性、低矮的发动机罩运动感十
足，加上LED高性能大灯，造型相当新潮且有
辨识度。内饰方面，同级独有的双10 . 25英寸高
清显示屏，对于不少年轻消费者而言，更具吸
引力。MBUX智能人机交互系统更为人性化，
通过「你好，奔驰」唤醒系统之后，就能通过自
然语音交互来实现车辆的功能。动力方面，新
车搭载了1 . 3升直列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搭
配7速双离合变速器(7G-DCT)，可实现120千瓦
的最大输出功率和250牛·米的峰值扭矩。此
外，还配备全景式滑动天窗，并提供Burmester
环绕立体声音响系统、可加热前排座椅、无线
充电、HUD平视显示等配置可选。 (季静静)

“春夏秋冬”新品无缝衔接，
TNGA架构下的品牌生机

去年以来，乘用车市场寒意阵
阵，销售市场疲态尽显，今年1-6月
份，狭义乘用车市场销量995万，较去
年同期下跌14%，众多汽车品牌遭遇
前所未有的压力，“沧海横流，方显英
雄本色”在汽车市场哀鸿遍野的大环
境下，一汽丰田6月份销量6 . 9万台，
同比增长16%。整个1-6月份，一汽丰
田品牌销量超38万台，同比增长6%，
超额完成年初既定的销量目标。

其中一汽丰田山东市场19年表
现尤其出色，实现了34%的同比增
幅，市占率更是由2 . 3%提升到了
3 . 1%，其中4月份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3 . 7%，创一汽丰田有史以来在山东
的最高历史纪录，对此成绩，田青久
表示：“一汽丰田销量增长的背后，和
TNGA架构导入后对新产品的推动，
为不同细分领域的消费者带来更多
购车选择有着密切关联，新车已经成
为一汽丰田的全新增长点。”

据了解，截至半年度，上市仅三
个月的新车亚洲龙AVALON已斩获
订单29726台；临近换代窗口期的卡
罗拉共计售出169,976辆，月销稳步
在3万辆以上；基于TNGA架构打造
的奕泽IZOA上半年累计销售29832
台，同比增长173%。SUV家族的两员

“悍将”——— 荣放和普拉多分别贡献
了62450台和19624台的销量成绩，分
别同比增长9%和98%。

目前的国内汽车市场很大程度
上还在依靠新车的推动，深耕中国市
场多年的丰田更是深谙此道。据田青
久介绍，一汽丰田将继续在2019年推
行“春夏秋冬”无缝衔接的新品规划：
旗舰车型亚洲龙AVALON以及插电
式混合动力卡罗拉双擎E+已经上
市 ，即 将 迎 来 威 尔 法 双 擎 和
TOYOTA 86的回归，全系搭载全新
丰田智行安全系统的第十二代卡罗
拉三季度将进入市场，匹配汽油版和
混合动力版两套动力系统的全新荣
放年内面市。

“致真 至极”，一汽丰田15
年后的新起点

此前，一汽丰田在中国市场并没
有盲目追求数字的短期增长，而是放
眼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远目标。
2018年，恰逢一汽丰田15周年和680
万辆销量达成，田青久在一汽丰田中
国发展的第一个“十五年”节点上，宣

布了全新的产品发展计划以及全新
的品牌口号：“致真 至极”。

在田青久看来，“致真 至极”的
含义是坚守“真”，追求“极”。其中，

“真”是品牌的价值观；表达了一汽丰
田的价值认同以及待人待物的态度
和主张；“极”是品牌的方法论，代表
着一汽丰田在每一个看得见或看不
见的细节上竭尽全力，做到最好。围
绕该口号，一汽丰田推出了包含制造
品质升级、新能源化、智能网联和营
销升级在内的四大全新品牌战略。

首先，是制造升级战略。承接丰
田全球TNGA架构的全面升级，帮助
一汽丰田提升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实现技术升级、品控加强、效率提升
等一系列全新的进化。新能源方面，
丰田历来坚持走插电式混合动力和
燃料电池技术路线，在中国选择纯电
路线，可见丰田为了适应“世界第一”
的中国销售市场，积极适应国情和国
需，未来正式投放自行研发的量产纯
电汽车，持续坚持新能源化发展。其
次，是智能网联战略。据了解，一汽丰
田将从2019年全新卡罗拉开始，全系
标配车联网最关键的部分——— 车载
通讯模块DCM。到2020年，搭载车联
网的车型将达到53万辆，到2025年车
联网的累计保有量将达到520万台，
其中包括未来计划导入的新车型。

最后是营销升级战略。一汽丰田
将在产品及服务体验层面，更加贴合
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通过品牌和消
费者之间的真实沟通，实现“从生产
销售型企业”进化到“用户型企业”的
转型，实现由物及心的“营销3 . 0”。
让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由车开始，进而
实现精神层面的交流，让一汽丰田能
更精准地把握消费者需求的转变。

“如果说不断丰富和细化的产品
矩阵是一汽丰田征战中国市场的武
器，那么产品的质量、服务品质同步
升级，才是一汽丰田腾飞的真正动
力。”丰田销量的崛起，离不开背后过
硬的质量和品质，身为销售总经理的
田青久更是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在TNGA架构的加持下，有高自动
化、高智能化、高品质的国际化工厂
的保驾护航，一汽丰田在不断提升服
务和和口碑的助力下，只要按部就班
的走下去，就足够了。”展望未来，田
青久信心满满。

“用户第一、经销商第二、厂
家第三”

在田青久的销售蓝图中，山东车
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华北

汽车市场的重要区域，山东车市有两
个特征，一是轿车市场份额非常大；
二是SUV在该区域的增速高于全国
水平。”说起山东车市的特点和数据，
田青久如数家珍，这也反映出了田青
久对于山东车市的研究和重视。希望
通过上述“对山东消费者胃口”的换
代新车，继续提升用户对产品和服务
的满意度，助力一汽丰田提升在华北
区域的市占率。

与此同时，一汽丰田也在高度重
视渠道体系能力的提升，一方面通过
合理的供需节奏和生产计划保证经
销商库存处于合理范围内，保证用户
所购商品价格的稳定性和高保值；另
一方面在渠道管理和发展方面做足
工作，在确保经销商健康发展的同
时，保障用户体验到优质的产品和服
务。

“用户第一、经销商第二、厂家第
三，这是一汽丰田的经营理念”，田青
久在访谈中提到。他认为，网络时代
下，传统汽车市场上一对一的“孤岛
式”买卖关系不复存在，任何一个消
费者的口碑都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连
锁反应，此时，只有不断推出优质的
产品与品质的服务才是赢得用户的
关键所在。“经销商终端的意见和经
营信心也对树立品牌口碑尤为重要，
经销商要和厂家形成合力，才能更好
的服务消费者。”据田青久介绍，目前
一汽丰田已经在山东各地市形成了
成熟的经销商网络，经销商的平均库
存系数仅为1 . 0，远低于行业平均库
存水平。

后记：回首一汽丰田走过的十五
年中国车市，作为一路见证一汽丰田
成长发展的亲历者，田青久有着“看
似波澜不惊，实则早已开始新一轮洗
牌”的感悟，而这种感悟在他看来，更
像是一种对过往的总结，促使一汽丰
田继续成长。巧合的是，一汽丰田在
中国成长的十五个年头，与齐鲁车展
发展的二十年基本踏在了同一个节
奏上。田青久把对一汽丰田下一个

“15年”的信心寄予将迎来下一个“20
年”的齐鲁车展：“过去的15年只是一
个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精彩等待着
一汽丰田去探索；过去的20年也是一
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多的领域和空间
等待着齐鲁车展去拓展。”田青久言
语中的信心，如同一汽丰田十五周年
之夜上，歌手老狼在台上安静吟唱的
那首《关于现在关于未来》的歌———

“每一个真实的现在，都曾经是你幻
想的未来”。

齐鲁车展20周年巨献·对话车企高管

田田青青久久：：新新战战略略下下，，一一汽汽丰丰田田蓄蓄势势待待发发

东风日产第14代轩逸上市

25 .78万元起售，奔驰A200上市

东风本田全新XR-V领潮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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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车市的持续下行和高库
存，正在波及更多的市场参与者，
如何积极面对并制定改观局面的
市场战略，成为各品牌要思考的主
要问题。如此大环境下，在充分考
虑发展环境、自身资源和体系能力
等诸多因素后，一汽丰田有序的推
进品牌升级战略，通过对产品的推
陈出新、经销网络体系能力的提
升、围绕客户价值服务改进等多个
方面，向2019年全年74 . 5万辆的销
量目标发起进击。

在卡罗拉双擎E交接活动济南
站的现场，一汽丰田销售公司总经
理田青久表达了一汽丰田面对
2019年车市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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