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11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康源 E-mail：kangyuany@sina.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马丽 汽车

作为一家独立运营的汽车公司袁 总部位于中国的观致汽
车将于 2013年首次亮相日内瓦车展袁推出其主要面向中国和
欧洲年轻消费群体的全新产品系列遥

为了真正成为享誉国际的汽车品牌袁 观致汽车打造了一
支真正国际化的精英管理团队曰这支 野梦幻之队冶的成员来自
不同行业袁却拥有共同的目标院以最优质的产品尧雅致的设计尧
个性化的服务袁为全球用户带来愉悦的驾乘体验遥 与此同时袁
观致汽车还与麦格纳斯太尔尧美国天合尧大陆马牌尧博世尧微软
和 Iconmobile 等全球领先的供应商及合作伙伴密切合作袁主
导开发基于先进模块化架构的车型系列遥 这一独特的架构使
得快速推出包括电动车在内的各种全新车型成为可能袁 它将
观致汽车新产品的发布周期压缩至半年遥

独特的商业模式

观致汽车成立于 2007年 12月袁 是一家由奇瑞汽车有限
公司渊中国最大的独立汽车制造商冤与以色列集团渊全球工业
控股的领军公司之一冤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公司遥作为一个全
新的品牌袁观致汽车拥有一支由充满激情的设计师尧工程师和
营销人员组成的国际团队袁他们不受历史的束缚袁团结一心袁
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且个性化的产品及服务遥

凭借着截然不同的公司架构及商业模式袁 观致汽车在快
速发展的中国汽车行业中占据了特殊位置遥 观致汽车副董事
长石清仁渊Volker Steinwascher冤说袁野我们 100%控制和拥有自
己的品牌尧设计以及技术袁完全独立地运作遥 冶

由首席设计师何歌特渊Gert Hildebrand冤亲自打造的观致
首款车型是一款紧凑型四门轿车袁 将完美诠释现代欧洲品位
所激发的设计灵感遥

该款车型拥有足以与任何车型相媲美的宽敞的内部空

间袁定位于最受中国及欧洲消费者欢迎的紧凑型渊C级冤轿车
市场遥 它将在 2013年 3月的日内瓦车展上正式亮相全球袁并
将于 4月参加上海国际车展袁预计 2013年起在中国及欧洲市
场同步发售遥

观致的所有产品在设计时都遵循最严格的国际安全尧质
量和环保标准袁 并立志获得 2013年 Euro-NCAP安全性测试
最高的 5星评级遥

汇聚全球精英力量

除了出色的造型设计之外袁 观致汽车还致力于在产品中
体现野雅致冶的风格与出色的功能性体验遥 观致产品的独特之
处还将体现在其对创新技术的深入洞察袁 如更加友好的用户
驾驶体验尧 车内互联性以及完全符合欧洲最高标准的安全性
能等遥

观致汽车致力于满足消费者对高度差异化产品日益增长

的需求遥 观致专家团队分布在位于上海的运营中心以及常熟
总部要要要该地区正日益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据点遥 观致汽车目前正在建造全新的尧超高效的生产基地袁其
初始年产能将达到 15万辆袁 并将逐步实现 45万辆的最高年
产能遥

观致汽车的所有者实力雄厚并决心信守承诺袁 他们将
保证观致汽车拥有完全独立运营的能力尧 尊重观致汽车多
元且独特的企业文化遥 观致汽车目前的管理团队由董事长
兼首席执行官郭谦尧副董事长石清仁共同领导袁他们都拥有
非常丰富的行业经验袁 曾在众多行业领军企业担任高管职
位遥

野我们通过一个独特的商业模式将本土品牌及合资公司的
优点整合在一起袁将为国际汽车行业树立全新标杆遥 冶石清仁表
示遥 日内瓦车展袁将成为这种全新商业模式的首个试炼场遥

日前袁本报获悉袁一汽丰田将携旗
下全系车型亮相第十届中国渊广州冤国
际汽车展览会遥 其中袁最为引人关注的
新花冠将首度揭开神秘面纱遥 同时袁拟
定明年上市的跑车 86尧 混合动力车型
全新普锐斯同样可能成为本届车展备

受关注的亮点遥
不仅如此袁 一汽丰田旗下丰富的

产品线将在车展中得以集中体现遥 全
系车型涵盖高级尧中高级尧中级尧入门
级轿车袁SUV尧城市 SUV袁豪华商务中巴
及混合动力等细分市场袁 能够满足不
同消费群体的任意用车需求遥

绚丽舞台的背后袁 一汽丰田坚持
近 10 年的野客户第一冶的品牌理念及
形式多样的社会公益活动袁 正与产品
一起深入人心遥

新花冠揭秘 86登台
据悉袁 备受消费者期待的新花冠

将在本次车展中揭开神秘面纱袁 新花
冠秉承野志在精进 代代出新冶的精神袁
在传承经典的基础上袁一展野新锐冶锋
芒遥 经过外观尧内饰尧安全及人性化配
置四大方面的改善袁 成就了新花冠优
雅新锐的质感外观尧 灵动舒适的内饰
细节尧 强化周密的安全保护及丰富人
性化的驾乘配置遥

跑车 86也确定在广州车展登台袁
将于明年上市的 86 提出了激情澎湃
的主题野PLAY 86冶遥 野PLAY 86冶意味着
释放激情尧带来满足并激发创造袁凝聚
了无惧挑战尧敢于冒险的赛车精神遥

作为丰田一款极具全球品牌战略

意义的车型袁86 兼具功能性美感与卓
越性能袁传承 sports800渊水平对置发动
机+FR冤的跑车布局袁整合了 TOYOTA
2000GT独特的跑车外形袁充满了纯正
的跑车气息遥 正如 86的设计师说的那
样袁86不一定是最好的跑车袁但却一定
是令人血脉贲张尧 重焕快意的玩味之
车遥

全系车型交相辉映

除了备受瞩目的新花冠及 86袁一
汽丰田其他车型同样值得期待袁 全系
车型涵盖高级尧中高级尧中级尧入门级
轿车袁SUV尧城市 SUV袁豪华商务中巴及
混合动力等细分市场袁 能够满足不同
消费群体的任意用车需求遥

混合动力车型全新普锐斯亦是本

届车展的一大亮点袁 作为一汽丰田的
技术旗舰车型袁 全新普锐斯早已成为
新能源汽车的代名词遥 自今年 2月上
市后袁迅速以其低油耗尧强动力尧超强
静谧性和低排放等优势得到消费者的

认可袁销量表现良好袁已取得 2297 辆
的好成绩遥 车展期间袁一汽丰田还将特
别开展野招手吧浴 普锐斯都市顺风车冶
活动袁 让消费者进一步体验到全新普
锐斯带来的独特魅力遥

承袭了 50 余年经典设计并融入
创新精神的 2012新款皇冠奢美呈现袁
惊艳全场遥 身为一汽丰田国产旗舰车
型袁新款皇冠增强了在外观尧操控尧舒
适尧安全尧节能五大方面的实力袁并将

之前仅限高级别车型搭载的先进技术

和人性化配置向更多级别全面强化袁
VDIM车辆动态综合系统尧G-BOOK智
能副驾等亮点配置首次应用于 2.5L级
别车型遥 革新后的皇冠袁外观更为年轻
时尚袁内饰更具奢华质感袁将驾乘体验
与出色性能发挥到极致遥

早已风靡全国的锐志尧 卡罗拉尧
RAV4三款炫装版车型袁采用本年度最
为流行的棕色外观及野烟熏冶妆容袁引
领时尚风潮袁 其中锐志 2.5V风度菁英
炫装版车型增加了运动版保险杠和格

栅尧FR+RR扰流板袁尽显活力曰炫装版
卡罗拉新增更为实用的导航系统袁提
升性价比曰 豪华炫装版 RAV4将驻车

雷达改为带倒车影像的防眩目车内后

视镜袁更为便利安全遥
同时袁 在入门级小车威驰尧野四驱

之王冶兰德酷路泽尧兼具都市感与越野
风范的普拉多尧 进口车型普瑞维亚及
海艾士等车型的集中亮相袁 将为终端
用户提供购车的多样选择遥

打造“喜悦”汽车生活

对于一汽丰田而言袁 高品质的产
品是其 野让更多客户体验拥有汽车的
喜悦冶的基础袁同时持续有效的社会公
益行动袁 则体现着一汽丰田作为一个
企业公民的爱心与责任感曰 丰富多彩
的体验式营销活动袁 是一汽丰田与用
户无界沟通的载体曰而处处用心尧处处

领先的服务则是用户畅享精彩汽车生

活的坚实后盾遥
在社会公益领域袁 一汽丰田成立

九年来袁始终秉承着野厂家先行尧经销
商跟进尧客户参与冶的公益事业三步走
战略袁围绕野安全尧环保尧育人冶持续开
展社会公益活动遥 于今年发布了野品质
于心袁 大爱于行冶 的企业社会责任主
题袁旨在通过价值输出尧理念引导袁在
整个社会上形成引领倡导的效应遥 同
时袁援建的第 10所希望小学于上月在
青海落成袁 而爱心图书室迄今已落户
676所学校袁 惠及 10万多名贫困地区
儿童袁持续开展的野我心愿袁我行动冶植

树活动也到了第八个年头遥
正如一位一汽丰田领导所言院野单

凭我们一个企业的力量袁 为整个社会
带来的福利肯定有限遥 但是我们的公
益之举旨在描绘出一条公益路线图袁
开启一条公益思路袁 随行中有我们的
经销商尧车主袁有我们的员工袁还有许
许多多来自社会各界的志愿者袁 这足
以让我们可以持续尧持续尧再持续遥 冶

在营销方面袁 一汽丰田深谙体验
式营销之道袁 连续开展了一系列走近
消费者的活动袁 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汽车体验袁 让消费者感受到一
汽丰田产品及文化的同时袁 畅享了美
好的汽车生活遥

在服务上袁一汽丰田坚持野客户第
一冶的经营理念袁践行野专业对车袁诚意

待人冶的服务理念袁较早树立了野诚信服
务冶品牌遥 今年袁一汽丰田开展了爱车
养护课堂尧诚信服务体验嘉年华尧服务
技能大赛等服务活动袁 尤其值得一提
的是袁 一汽丰田将广受用户青睐的服
务节正式品牌化袁更加品牌化尧标准化尧
流程化的服务袁 为消费者在不同季节
里的用车生活带来更多安心遥

时至今日袁已有超过 300万的用户
与一汽丰田携手前行袁 他们所感受到
的袁 是一汽丰田高品质的车型产品袁是
一汽丰田时时刻刻的诚信服务袁是一汽
丰田野大爱于行冶的公益力量袁更是一汽
丰田为他们用心打造的喜悦汽车生活遥

本报记者 李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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