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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史登科高位提前出走
波及宝马在华高层调整
本报记者 李邈

日前，由中国青年报社主办的第五届“青年态度”绿色环

保汽车调查结果在京发布。中央直属机关团工委副书记、中直

青联主席吴佳松，工业和信息化部团委书记董大建、中国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团委书记郭宪勇和各汽车企业代表出席了本

次活动。

在前四届活动的基础上，今年的活动坚持以“青年态度”

作为调查的价值标尺，并深化为“未来、自主、环保”三大战略，

同时对奖项作出了适当调整，首次评选年度工程师和十大杰

出青年技工，开行业先河。最终，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副院

长、总工程师赵会被评为“2012绿色环保年度工程师”，奇瑞陈
云霞、广汽乘用车何凯欣等 10人荣获“2012绿色环保年度十
大杰出青年技工”称号。本次活动还评出 16个车型奖，其中，
长安福特新福克斯获得“2012绿色环保年度车”奖，东风标致
3008获得“2013绿色环保年度最值得期待车型”奖。

“这很可能是我任目前岗位时最

后一次在北京和各位朋友见面……”

1月 10日下午，史登科端坐在北京香
港马会会所的一间会议室内，以这样

的开场白向众人告别。

一个月前，宝马集团大中华区宣

布，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登科将

提前退休，继任者宝马德国总裁安格

将在今年一季度上任。

在此之前，史登科的离职消息在

业内发酵。自 2004年开始，史登科力
助宝马在华销量提高约 20 倍。比较
普遍的观点认为，宝马在华的成功源

自史登科强调的全方位本土化融合。

对于宝马在华而言，史登科的离

任仅为前奏。随后的一个月内，宝马

中国副总裁陆逸和华晨宝马营销高

级副总裁戴雷相继递交辞呈，在此之

前，两人分别主管宝马在华进口车和

国产车的市场销售工作。

1月 6日，接替史登科的新总裁
安格悄然到华，但正式亮相的时间很

可能将推至 3月份。如何在损兵折将
的前提下，延续宝马在华成功的本土

化、人员管理和架构，进而追赶及缩

小与奥迪之间的差距是一道难题。

德国收权

“在中国我是整个公司里唯一一

个 8年都没有换过岗位的人。”史登
科用玩笑化解弥漫在空气中的尴尬

气氛。

按照惯例，外企高管轮换年限通

常为 5年，史登科在华任职 8年已相
当罕见，仅从销量看，此时其提前一

年离职令人不解。在其领导宝马在华

的 8年时间内，宝马在华销量从 2004
年的 15480辆提升至如今 303169辆。
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根本原

因来自于史登科强调的全方位本土

化。首先，宝马在华塑造了全新品牌

形象“宝马之悦”，推出了加长版 3
系、5系以及 X1等专为中国市场量身
而制的车型。同时，华晨宝马正在推

进 30万辆国产车和 40 万台发动机
工厂的产能建设，这也是宝马首次将

发动机生产搬离欧洲。

另一方面，一大批中国面孔在史

登科的提拔下成为新生代职业经理

人中的佼佼者，且被充分授权。与此

同时，宝马和华晨宝马在市场销售等

方面的整合式管理，最大可能地避免

了内部消耗。

尽管如此，围绕史登科离职的传

闻从未偃旗息鼓。对此，业内人士认

为由于中国区业绩出众，一些部门需

要更多向德国总部汇报，其中包括车

型引入、财务预算等。

一个例子或许可以侧面反映德

国总部对于中国市场态度渐变的原

因，持续遇冷的欧洲市场令宝马全球

销售总监 IanRobertson 在去年 10 月
份表示，将把更多原本归于欧洲的销

售计划转移至亚洲和美国。这意味着

已经快马扩编的中国将承担更为重

要的任务指标。

就在前者表态几天后，向来抗拒

本品牌未来销量预测的史登科对媒

体放话，未来 3 年宝马在华目标是
100万辆。其一反常态的表现耐人寻
味，有理由推断此时史登科已萌生退

意，选择“急流勇退”也在情理之中。

后史登科时代

如今，史登科离开宝马的日子已

进入倒计时，对于继任者，宝马提供

的资料显示，现年 54岁的安格已在
宝马集团任职近 25年，目前安格担
任宝马德国总裁，管理着德国这一重

要区域市场的销售和市场营销工作。

外界普遍认为，继任者安格将面

临不小的挑战。了解史登科的人喜欢

将其称之为“中国通”或“老史”，多年

中国的生活工作的经历令其深谙中

国，与绝大多数外企高管不同，史登

科中文流利，喜研黄老孔孟之道，在

一次宝马活动后，他总结道：“昨晚的

活动很完美，就是川菜做的不正宗。”

史登科对于中国的了解程度可见一

斑。

显然，对于继任者而言，接受中国

区总裁的职位，实际上就是接受了一

种高度。奥迪仍然稳坐中国豪华车市

场的霸主之位，2012年达到了 40.5万
辆，在宝马大力推动本土化的先决条

件下，宝马近年竭力缩小与奥迪之间

的距离，但安格在尚未真正赴任前便

已失去陆逸和戴雷两位销售高管，尽

管宝马在华的人才培养体系完善，但

新总裁是否将延续史登科人员管理

架构仍是未知之数。

由于近年宝马销量和品牌推广

的成功，宝马在华高管早已成为众多

猎头争抢的对象，有传闻称，离职尚

不足一个月的陆逸很可能出任路虎

中国区总裁。同样，原负责华晨宝马

市场销售的戴雷精通中文且年富力

强，绝不愁找不到下家。安格对于高

管的态度，将决定宝马在华的稳定

性。

此外在史登科的斡旋下，宝马与

华晨宝马对外宣传、市场销售更为一

体，安格上任后是否将延续这一思

路，是采用保持“一统”的管理模式还

是“分而治之”，尚是未知数，这将直

接决定其与华晨汽车之间的合作关

系，更为重要的是，将决定宝马在华

的未来。

自 2012年 8月启动以来，上海大
众斯柯达第五届斯柯达学苑活动已

在全网 280 家经销商全面展开，共吸
引了 2万余名车主踊跃参与。作为上
海大众斯柯达售后服务经典关爱活

动之一，斯柯达学苑在 2012 年不断
创新升级，通过丰富的爱车课程、专

业的授课讲解、精彩的趣味游戏、互

动的操作演示、零距离的动手体验，

让用户在愉悦的氛围中获得专业实

用的爱车使用常识及养护指导，更好

地满足了广大车主对高品质、人性化

服务的需求，充分展现了斯柯达品牌

的创新活力与服务魅力。

服务创新
爱车课程差异定制

自 2009年启动以来，斯柯达学苑
以规范化的服务、充满人性化关爱的

内容安排设计，让广大斯柯达车主拥

有更加专业的用车、养车知识，体验尊

崇愉悦的有车生活，备受车主认同与

好评。为更好地满足不同车主的个性

化需求，2012年斯柯达学苑在总结以
往课程内容的基础之上，为不同类型

的车主量身订制了差异化的爱车课

程：针对新车主开设车辆磨合、驾驶技

巧课程，全面提供了实用的驾车技巧

指导；针对老车主开设车辆保值、四季

保养课程，有效满足了老用户对爱车

保养知识的需求；针对女性车主开设

了女性及儿童安全驾乘课程，为女性

及儿童提供了一份专属贴心的行车保

障；针对微博控车主开设斯柯达学苑

模块微博，为喜欢玩微博的车主提供

实用的爱车养护小技巧。

上海大众斯柯达某经销商介绍

道：“我们针对不同类型的车主，对课

程进行了合理细分，结合车友汇自驾

游等活动，向车主讲授驾驶技巧及行

车注意事项等内容，为车主提供了良

好的行车保障。很多车主还带上家人

朋友一起参加，许多潜在客户也应邀

前来，通过斯柯达学苑，客户对斯柯

达产品和服务的认可度得到了进一

步的提升。”

关爱升级
一对一贴心指导

一直以来，上海大众斯柯达学苑

始终致力于为车主提供高品质、人性

化的服务，将关爱延伸至车主有车生

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2012年，斯柯
达学苑特别推出了呵护驾车族健康

的快乐保健操，在缓解驾驶疲劳的同

时，进一步保障了广大车主的安全出

行。实用易学的体验环节同样备受车

主喜爱：快速换轮胎环节由专业维修

技师现场示范、讲解换轮胎的步骤及

注意事项，维修技师一对一指导，让

车主零距离体验了换轮胎的全过程；

双人快保环节由两名专业的维修技

师现场演示，并由一名技术总监全程

讲解，让车主全方位感受斯柯达的高

品质服务。

一位车主坦言：“以前我不会换

轮胎，一旦驾车途中突然出现轮胎漏

气等故障，只能等待他人的援助，今

天通过维修技师的专业指导，我不仅

学会了如何换轮胎，还亲自体验了一

次，以后再不用为这个发愁了。此外，

我还学到了很多日常驾驶技巧和车

辆保养知识，可谓受益匪浅。希望今

后多多举办斯柯达学苑活动。”而上

海大众斯柯达准车主张先生则表示：

“之前一直非常关注斯柯达品牌的

车，但对其售后服务情况不甚了解。

今天的斯柯达学苑活动，特别是双人

快保环节，让我对斯柯达高标准的服

务品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更加坚

定了我选择斯柯达的决心。”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售后关爱

的核心内容之一，已连续举办四年的

斯柯达学苑始终坚持“Human Touch
真心呵护”的核心服务理念，以不断

优化的服务体验满足客户对高品质

服务的需求，得到了越来越多斯柯达

车主的信赖与认同。对此，上海大众

斯柯达表示，未来斯柯达学苑将通过

持续关注车主的真实需求，以不断提

升的高品质服务和人性化的悉心关

爱陪伴车主走过每一段愉快的旅途。

上海大众斯柯达学苑创新升级
本报记者 李邈

日前，由凤凰网、凤凰卫视联合主办，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分会特别支持的 2012 中国汽车年度盛
典揭幕。全新一代奥迪 A6L 荣获 2012 中国汽车年度盛典
年度车奖。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光远，北京汽车工业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和谊，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

书福分别作为本次颁奖典礼的终身成就汽车人物奖、年度

影响力人物奖和年度成长性企业奖得主出席了本次盛会。

出席本次颁奖典礼的嘉宾，还有凤凰新媒体 CEO 刘
爽、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汽车行业委员会会长王侠

等。最具影响力的百余家媒体传播机构共同见证了这一盛

事。

本次盛会以“非凡超越·引领未来”为主题，聚焦中国汽

车产业，表彰在中国市场最具影响力车型，鼓励汽车技术的

进步与发展，品评汽车企业年度贡献，细数为汽车行业发展

做出努力的人物功勋，欲打造中国汽车行业最具影响力的

颁奖典礼。

日前，中国-瑞典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在京举行成立仪式。
该中心由中瑞两国政府倡导成立，是两国间最高水平的交通

安全研究中心，愿景是建设成为全球最新先进的交通安全研

究机构，增进中瑞两国先进安全技术的交流和合作，为构建和

谐交通环境贡献力量。

当天，来自中瑞两国的政府官员、行业专家、高校学者和

企业代表共同参加了同期举行的“2012首届国际汽车安全高
峰论坛”，为建构中国和谐交通环境谏言献策。论坛吸引了近

百位企业代表、专家和媒体出席。论坛通过对比中国与欧美国

家在汽车安全领域的现状和差异，探讨如何从机制上有效减

少和避免交通伤亡事故，呼吁提高公众道路安全意识和普及

汽车安全知识。

沃尔沃汽车集团安全碰撞中心负责人汉森·奈斯分享了

沃尔沃在安全研究方面的成功案例，并表示：“沃尔沃汽车制

造的根本原则就是安全。中瑞交通安全研究中心，能够帮助我

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道路安全现状，研究驾驶员的驾驶习惯，为

研发和生产最安全的汽车和实现‘2020 零伤亡’安全愿景打
下坚实的基础。”

第五届绿色环保汽车调查结果发布

中国 -瑞典最高水平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成立

凤凰汽车中国年度盛典揭幕

史登科

日前，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比

亚迪曾经出现了三方面的失误，包括渠道扩展太快、品牌关注

不够以及对汽车品质的追求不够。他同时表示，比亚迪于过去

三年的调整，正是着力于上述三方面的调整，目前调整已经完

成。

“我本人的兴趣实际上是在实验室与工程师们讨论技术，

但现在我会花时间跟媒体做沟通。”在名为“比亚迪世界级技

术解析会”的媒体会上，比亚迪同时推出了包括遥控驾驶、双

向逆变式充放电和 DM 二代技术在内的三项技术。王传福表
示，比亚迪还有多项正在研发的先进技术，未来会专注品质提

升，技术提升。

王传福最后表示，“正视问题，脚踏实地”，自主品牌才能

有大发展。在当天的媒体会上，王传福表示，比亚迪 2013年销
量目标是 50万辆，增速在 10%左右。

比亚迪宣布完成战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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