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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柯达 2016 款
Yeti 升级上市

品质突破先行

新楼兰的自我救赎
□ 本报记者 赵 伟
8 月 8 日，
时尚之都上海。在下线仅一个
多月后，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周先鹏
宣布，旗舰产品新楼兰正式上市。新车采用
2.5L自然吸气发动机与2.5L超级双擎混动发
动机两套动力，
共 9 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格为
23.88万~37.98万元。
对于楼兰这款中大型SUV车型，
东风日产
曾寄予了莫大期望：
不仅试图在中国车市开辟
出一片轿跑风格的SUV新蓝海，
更期待通过这
款旗舰作品，
提升和展现东风日产的品牌形象
与高端制造能力。
数年过去，
这款迄今为止在中国乘用车史
上有着最美名字的车型，
就像 3000 多年前西
域的楼兰美女一样，
想象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月销量最多时也就是 100 多辆出头。此番再
度上场，
志在完成自我救赎的意图跃然而出。

此次新楼兰的国产
化，襄阳工厂全球顶尖
的生产制造能力、品质
管控实力和出色的人员
储备，无疑将为新楼兰
的产品品质提供强有力
的保障。
赵 伟

颜值与创新
在颜值成为热词的当下，
曾以轿跑风格领
中国车市SUV之风尚的楼兰，
此次在颜值上更
号称具有极致的美学设计：v-motion 前脸、
回旋镖式 LED 前后大灯、悬浮式车顶、超大
全景天窗……尤其是 0.31 的全球 SUV 最佳
风阻系数，
可以一窥新楼兰的曼妙身姿。
在新楼兰产品创新中，不仅有全席零重
力座椅、
智能主动降噪系统、
预防碰撞系统等
令人耳目一新，第二代预警式整体式安全系
统更是可圈可点，
它包涵五大智能技术，
止能
有效防止车道偏离、
变道的危险，
并能消除倒
车盲区，
提防疲劳驾驶。同时，
新楼兰的超级
双擎混动系统，将豪车级的机械增压技术与
革新性的混动技术高效融合，0~100km/h 加
速时间仅需 9.1s，并具有 8L/100km 的同级
最低百公里工况油耗。
颜值美并不是一款 SUV 的炫酷重点，动
态驾驶表现才是其本真魅力所在。新楼兰搭
载的 4x4i 智能四驱系统，可以根据行驶状态
及路况智能判断，
在 100：
0～50：
50 的范围内
自动进行扭矩的最佳比例分配。配合YMC动
态扭矩控制系统、
B-LSD 电子制动差速锁和
新一代脉冲式高性能悬挂系统，足以让新楼
兰能胜任任何路况。
对这款拥有豪车技术和品质的新楼兰，
东风日产特别推出了“先锋尊享”购车计划：
凡购买
“2.5L 超级双擎混动”
级别车型的消费
者，可享受 5 年 20 万公里的同级最长免费保
修服务，
显示出对产品质量的高度自信。

借新楼兰上市，
东风日产还宣布旗下电商
平台——车巴巴（www.chebaba.com）正式
上线公测，
在 PC 端、
WAP 端、
天猫端、
支付宝
端、微信端五屏同步发布。
“五屏齐刷”之举，
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为便捷的新时代购车体
验。东风日产表示，车巴巴电商平台，作为
4S 店营销渠道的重要补充而存在。
对此，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副总部长
陈昊表示：
“ 对于汽车行业而言，电商是‘互
联网+’时代传统车企与经销商转型的必由
之路。秉承‘领先半步’的理念，东风日产打
造了国内合资车企首个自有电商平台，在价
值、格局和内容三大层面实现全面突破，无
疑再次走在了行业前列。”
面对“互联网+”的大潮，东风日产将此
提升到由厂家本部运营，利于新事物的再创
新。产品创新、营销创新、渠道创新，新楼兰
三大自我救赎的创新之途正式启程。

风日产总经理打越晋在新楼兰下线时就坚
定地表示，襄阳工厂具有全球顶尖的生产制
造能力、品质管控实力和出色的人员储备，
为新楼兰的产品品质，提供了强有力的保
障。
据介绍，襄阳工厂是雷诺-日产联盟的
品质标杆工厂，曾连续多年获得全球品质标
杆工厂的殊荣。襄阳工厂在 2014 年 3 月正
式获得英菲尼迪 4.5 分认证授牌。这项评价
共有 10 个要件，
97 项管理内容。包括品质管
理、工程管理、4M 变更、工程保证度、品质偏
差、供应商评价&改善等 6 大方面，是极为严
苛的工厂评价标准。此前，只有日本的枥木
和美国的士麦那两家工厂成功达标。这标志
着襄阳工厂成为了英菲尼迪第三个全球生产
基地，在制造工艺、装备技术、品质管理和生
产效率上，
比肩甚至超越国际先进水平。
在硬实力方面，襄阳工厂拥有众多全球
领先的生产及检测设备。包括先进的车体
品质与再续
骨 骼 在 线 激 光 测 量 系 统 、国 内 首 个 QG
定位于全感官跑车 SUV 的新楼兰，国产 （Quality Gate）可 视 化 检 查 系 统 ，以 及
化后，在东风日产襄阳工厂生产。对此，东 QUTE （Quality Traceability Expansion

摄

System）品质追溯系统等领先技术设备。
在软实力上，襄阳工厂拥有 2500 名经
验丰富、品质意识苛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一
线工人。其中，更有 36 名在日本枥木工厂
接受长期培训的“巨匠级”员工，是襄阳工厂
高品质的灵魂人物。据悉，只有专业技能达
到顶峰、拥有 10 年以上生产管理经验的员
工，才有机会参与“巨匠”等级严格的评定，
足以称得上是“千里挑一”。
因此，襄阳工厂被东风日产打上了“品
质先锋”的标签。长期以来，日系车企三巨
头在质量上，日产被丰田和本田抢了风头而
略逊风骚。此次新楼兰的制造品质，给了东
风日产一个证明自我的机遇。
新楼兰的上市，也为东风日产在上半年
销量出彩后，于下半年强势冲击“高质量跨
越百万”的年度目标提供了强大动力。作为
东风日产 YOUNG NISSAN 战略的首款车
型，新楼兰将拉开东风日产下半年新车密集
投放的序幕，三款重量级新车将联手以日产
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产品技术，为 5 年后征
战年销 200 万辆新目标，担起先锋重任。

本报讯 （记者赵 伟）8 月 7 日，上海大
众斯柯达高性能硬派 SUV——2016 款 Yeti
正 式 上 市 ，价 格 区 间 为 12.98 万 ~20.98 万
元。此次推出的 2016 款 Yeti 提供 1.8TSI、
1.4TSI 和 1.6L 三种动力选择，匹配以高性能
的 7 挡 DSG 干式双离合变速箱、6 挡 DSG 湿
式双离合变速箱与 5 挡手动变速箱，共推出 6
款车型。在造型设计和配置上，2016 款 Yeti
均有升级优化，兼具硬朗个性的外观、强劲出
众的性能和舒适尊贵的驾乘体验，竞争力提
升明显。
与此同时，上海大众汽车斯柯达品牌邀
请了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和钱嘉
乐 5 兄弟作为 2016 款 Yeti 的代言人。作为一
款独具个性的硬派 SUV，
在造型设计上，
2016
款 Yeti 保留了硬朗个性的风格，还增添了更
多炫酷的个性元素供选择：黑化设计的车顶
配合黑色轮毂和黑色后视镜，个性十足，黑色
的车顶与黑化的 A、B、C、D 柱融为一体，形成
悬浮式车顶的时尚造型；动感全银色行李架
则进一步增加了整车的视觉层次感。此外，
全系新增流线型鲨鱼鳍天线和翼子板饰条，
还新增了靓丽的飞沙金，以及灰黑双拼风格
内饰。
此次 2016 款 Yeti 全系标配了备受消费
者欢迎的超广角全景天窗，天窗玻璃表面积
接近 1.2㎡，
透光面积是普通天窗的 3 倍，
开启
面积比普通天窗大 40%，营造出更为通透的
空间感。
在智能配置上，2016 款 Yeti 拥有多元丰
富娱乐系统，配备支持 MP3 格式音乐播放的
CD 播放娱乐系统以及丰富的外接设备接口，
高品质的音响效果营造出极佳的享受。此
外，车载蓝牙免提系统、智能语音多功能导航
系统、双区独立恒温空调、多功能外后视镜、
定速巡航系统、
PLA2.0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
倒
车可视系统等实用科技配置在 2016 款 Yeti
上也一应俱全，
带来便捷舒适的驾乘享受。

北汽福田萨瓦纳的推出，标志着自主品牌
SUV 车型开始发力于硬派越野这个细分市
场，其竞争对手纷纷瞄向丰田普拉多及三菱帕
杰罗的潜在客户。 本报记者 宋平一 摄

劲无界 征巅峰
——南京依维柯青藏高原拉力赛勇夺三冠
在不久前举行的第十届 428 青藏高原拉
力赛上，南京依维柯凭借强悍的军车底盘血
统、优秀的车手和导航员以及整个后勤团队，
两款战车
“依维柯 Power Daily 尊享版”
和
“超
越C500”
在本次拉力赛中成功突围，
在被称为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拉力赛”
中，
一举夺得T4.1
组、
T2 组、
汽车厂商三项桂冠。近年来南京依
维柯不断参加各大体育赛事，
并取得了不俗成
绩。今天就让我们借此机会一同走进南京依
维柯车队，
看看中国商用车领军企业是如何玩
转汽车赛事运动的。

的产品、服务、品牌、营销管理等，通过多方位
地赛事营销，
使得南京依维柯品牌和汽车赛事
达到了高度的契合，
获得了超乎想象的营销效
果。

责任使然 用实战检验能力

独占鳌头 成功拿下
“五度”
中国汽车赛事发展起步并不晚，
自世界一
级方程式锦标赛进驻上赛场以来，
中国承办及
加入的国际大型汽车赛事越来越多。但与全
球知名商用车企业意大利依维柯车队长期参
与巴黎达喀尔拉力赛的优异成绩相比，
国内绝
大多数商用车尚未意识到参与中国大越野这
样的长距离挑战赛，是对自身产品可靠性，服
务体系支撑力以及企业品牌精神的最好诠
释。南京依维柯作为欧洲商用车的领航企业，
秉承了这一风格。连续四年参加这一赛事，
南
京依维柯用过硬的品质证明了自己的冠军本
色。
南京依维柯车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
跑过漠河冰雪赛的寒度、环塔戈壁滩的热度、
大越野超长距离的难度、东川泥石流的湿度，
所以想要挑战一下青藏高原的高度。”功夫不
负苦心人，经过八天的高原鏖战，南京依维柯
车队最终凭借着卓越的产品性能和完备的服
务体系，顺利完成了这一极限赛事。至此，南
京依维柯车队历史上又有了“高度”这一辉煌
战绩。

第十届青藏高原拉力赛，我们来了！

独居匠心 全方位高效营销
事实上，南京依维柯对赛事营销的思考，
早已通过近年来在各类汽车赛事中的表现，
淋
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两款赛车的原型，
依维柯 Power Daily 系列轻客和超越系列轻
卡，受到用户的广泛认可，一步一个脚印地积
累着品牌口碑。
南京依维柯通过汽车赛事，
不仅展现了卓
越的产品品质，
还让用户看到了他们完善的售
后服务，这也为实现赛事营销打下坚实的基
础。在青藏高原拉力赛中，
除了 3 台出征的赛
车以外，
南京依维柯还特别派出了 2 台服务动
车和 2 台后勤车，
保证参赛车辆无论在任何情
况下，
都可享受到VIP客户般的
“4S店待遇”
。
业内营销专家表示，
汽车赛事营销是一种
借势营销。南京依维柯正是全面整合了企业

南京依维柯战车
“超越 C500”，激情穿越高原砂石赛段！

南京依维柯铁血车队，整装待发，志在冠军！

作为中国商用车领军企业之一的南京依
维柯，
多年来在汽车赛事营销上一直在不断地
创新与积累中，
通过一系列汽车赛事营销组合
拳，实现了南京依维柯的品牌诉求，也成功彰
显了自身品牌实力。
“汽车赛事是企业证明自我、审视自我的
绝佳舞台。得益于独特的底盘设计，
我们的产
品在国内轻型商用车领域独树一帜，
这样的技
术路线不仅让赛车具有良好的承载力，
抗颠簸
路面的刚度也是优异的，
这也是我们敢于向无
人探索过的路线进行挑战并获胜的保证。”南
京依维柯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赛场上，
我们看
到的不仅是产品的性能与品质，
更是企业的一
份责任。我们将逐步加大在汽车赛事营销的
投入，
通过赛道检验自身，
扬长避短，
不断完善
产品品质。
”
据悉，
南京依维柯也将参加今年的
大越野，
届时南京依维柯两款明星赛车将再度
出征。
南京依维柯一直致力于“以科技、绿色、
人文的制造与服务，创造高效、节能、安全的
运输方式”，始终坚持以品质作为铸就核心竞
争力的关键。特别是近年来，南京依维柯通
过一系列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在产品的升级
与再造上不断突破创新，南京依维柯在赛场
上的出色表现，正是这一完美体现。在此，我
们也期待，未来南京依维柯在更多的汽车赛
事上，向世界展现出更多“中国制造”的可靠
品质，在全球用户心中树立起值得信赖中国
商用车企业形象。

依维柯
“Power Daily 尊享版”色彩炫酷、威猛霸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