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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安徽

市场

4月 20日，记者在上海国际汽车展上获悉，安徽汽车产
业龙头企业之一的江淮汽车，不仅携带 40余款产品强势登场
车展，还有 2000台江淮新能源汽车借助此次展会首度迈出国
门，进入美国市场。

靠着过硬的品质、技术，越来越多的江淮汽车驶出国门。

去年 7月，500辆江淮轻卡产品从上海起航发往巴西，创下了
中国轻卡出口巴西的最大单批次订单、中国欧四轻卡的最大

单批次出口订单两项纪录，让江淮汽车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

焦点。据悉，2012 年江淮新能源汽车分别有 2485 辆轿车和
612辆客车投放市场，创造了新能源汽车两个全国第一。目
前，江淮汽车已出口到亚洲、非洲、南美以及欧洲等 10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全球拥有 14 家海外 KD(组装 )工厂及合资公
司。

品牌形象及终端销量的双重突破，彰显着悦悦“品质制

胜”的造车理念，江淮汽车对品质的不懈追求最终赢得了国家

政府部门的认可。2012年 12月 8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正式
宣布 ,江淮汽车悦悦轿车产品获得国家“出口免验”资格，这是
继 2009年江淮轻卡首次荣获“出口免验”产品的资格后，再次
获得国际市场的“金牌通行证”，同时也是江淮轿车首次获得

“出口免验”资格，享受“绿色通行”。

在 4 月 20 日的媒体开放日上，
记者发现，我国自主品牌奇瑞、江淮

两大汽车生产企业的共同特点就是

国际化发展之势显现。自主品牌已不

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展台上
充满外国精英的身影

无论你到奇瑞或是江淮展台都

能看到外国精英的身影，他们有的是

技术骨干，有的是海外经销巨头。在

奇瑞 11 位技术核心专家队伍中，几
乎全部来自世界名车企业的顶级科

研和设计专家，那些充满自信和活力

的专家，不仅将改变着奇瑞，也将中

国汽车与世界汽车最前沿的技术研

发和设计理念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在 4月 16日，奇瑞汽车企业新
战略和新品牌形象发布会上，奇瑞

董事长尹同跃以感性的语言描述了

自己的梦想：“自 1997 年进入汽车
行业以来，奇瑞人便矢志不渝以打

造民族汽车品牌为己任。尽管奇瑞

过去经历了一些挫折、走了一些弯

路，但只要我们还有梦，所有的一切

都将成为宝贵的财富。奇瑞今后将

按照国际化的标准体系继续加强技

术积累，努力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实

现汽车工业的‘中国梦’。”而要实现

这一梦想，奇瑞就必须依靠国际一

流专家的智慧。

江淮在吸纳了大量世界顶尖科

研和设计人才的同时，在汽车营销上

与国际金融巨头携手，拓展海外市

场。4月 20日，由安徽江淮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与西班牙桑坦德银行共同

出资组建的瑞福德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在上海国际车展上隆重开业。瑞福

德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的成立，不仅极

大地丰富了中国汽车金融市场的参

与主体，同时也会对整个中国汽车金

融行业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与世界顶级商业银行的合作将会

大力推动江淮汽车产品在全球市场

的拓展，江淮汽车也会因此大大提升

终端销售的综合竞争力。

iAuto亮相
“技术奇瑞”初显实力

奇瑞作为自主品牌领军企业，无

论是在整车，还是关键零部件核心技

术掌握方面，一直以来都处于自主品

牌前列，本届上海车展中，奇瑞也再

次向业界和公众证明了这一点，展现

出了雄厚的技术积淀。而作为奇瑞战

略转型以来的重大阶段性成果，iAu原

to 核心技术平台的亮相尤为引人关
注。

iAuto，即 Intelligence Auto 的简
称，由 CLOUDRIVE（智云娱乐行车系
统）、ACTECO（智效动力总成系统）、
CHERYSMA（智衡整车精益标准）三
个部分组成，是奇瑞汽车凭借多年来

自主技术积累、导入国际领先标准打

造的具有高科技、标准化、前瞻性的

核心技术平台。

一个独具前瞻理念的技术平台，

iAuto 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未
来必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完美的体

验。奇瑞汽车副总经理、工程研发总

院院长陈安宁在介绍 iAuto平台时表
示：“iAuto代表了奇瑞在汽车技术研
发领域取得的重大成果，iAuto 以先
进的系统化思维，集成均衡的各项技

术，带来完美整车性能，是奇瑞全新

的技术标签，将在奇瑞未来的产品中

全面体现，iAuto将是‘技术奇瑞’品
牌形象的重要核心标志之一。”

而奇瑞以均衡技术能力打造高

标准的背后，正是一支国际化的研发

团队。多年来，奇瑞引进了大批的海

内外人才加盟，其中来自美国、德国、

日本等国的外籍专家 150余人，海外
学成归来的高级技术人员以及国内

著名大学毕业的博士、硕士 600余
人，国内大型汽车企业的专家和技术

骨干 70余人。此外，分别在上海、都
灵、墨尔本、东京等地设立研究院，整

合全球智力资源。发布会上，奇瑞国

际化团队代表亮相，以 Dr. K. Baden原
hausen博士、James Brian Hope学士、
Hakan Saracoglu 学士、Sergio Loureiro
硕士为核心的国际化研发团队，在整

车开发、外观设计、内饰工艺等方面

为奇瑞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中国的 JAC
更是“世界的 JAC”

目前，江淮汽车已出口到亚洲、

非洲、南美以及欧洲等 100多个国家
和地区，在全球拥有 14家海外 KD工
厂及合资公司。一辆辆代表“中国制

造”尊严与形象的江汽产品，正承载

着富国强民的中国梦想，驶向世界。

“我的‘中国梦’就是中国的汽车

梦。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汽车能够成为

世界的汽车，中国的汽车品牌能够成

为世界的汽车品牌。”江淮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安进说。而江淮汽车

也必将为此前行不辍。“江淮汽车发

展到今天，离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汽车企业的梦想只有关键几步。只要

始终把‘品质’放在首位，坚持打造高

品质自主品牌形象，这条道路就一定

会走通”。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张骅吴明

上海车展尽显汽车皖军世界梦

本刊主编：吴明

据工信部最新统计数据，2013年一季度，我国汽车

产销市场呈现较快发展态势，同比增长 12％以上；3月

产销双双突破 200万辆，创造月度产销历史最高纪录。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已成为汽车生产和销售大

国，世界上任何一款像样的汽车都能在中国找到它的身

影。在 4月 21日开幕的上海国际车展上，一位国际知名

汽车制造企业中国市场负责人坦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

的汽车市场，如果哪个汽车企业失去了中国市场，它的

生存将不可想象。

尽管世界经济还处于复苏阶段，中国第一季度经济

放缓，但今年的上海国际车展却并不显得冷清。每个场

馆都布置得光彩照人。来自世界各地的名车都拿出了看

家本领，在中国这座最先进的海滨城市推介自己。以奇

瑞、江淮、吉利等自主品牌为代表的国产汽车，更是让人

振奋，他们的产品和创新意识正在向国际水准看齐。

很显然，中国汽车产业正在走向国际化。主要体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世界上所有知名汽车企业或合资或独

资进驻中国，成为中国汽车产业的一支重要力量；二是

中国所有的自主品牌汽车企业，或收购国际大牌车企，

或与之合作，加速了中外汽车产业的融合；三是技术研

发和设计等顶尖专家参与中国自主品牌企业，中国汽车

的研发和设计开始走向世界先进水平的前沿。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化水平的加速，自主品牌不

仅是中国汽车，更是世界汽

车。奇瑞最近一款拥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整车在日内瓦车

展上获得设计大奖就足以说

明，中国制造世界车。

中国制造世界车

主编视点

随着近期国内 3月份销量数据出炉，SUV 市场再度迸发
超强活力，不少热销车型更是实现月销破万，展现出良好的市

场前景。其中，奇瑞瑞虎 3月份销售 10821辆，实现环比增长
82.76%，超越丰田 RAV4、日产逍客等车型排名市场第六。至
此，瑞虎一季度累计销售 24280辆，以优异的成绩继续稳居
SUV 市场第一阵营。

没有了春节假期的影响，虽然在品牌、技术层面合资 SUV
拥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但自主品牌 SUV 却凭借高性价比以及
小排量，依然博得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特别是奇瑞瑞虎倚仗

百公里 6.7L的综合油耗，更是在 SUV市场中独树一帜。
按照目前 93号汽油平均 8元/升计算，瑞虎一年行驶 2

万公里，只需（20000衣100）伊6.7伊8.0=10720元。如此一来，瑞虎
可以比普通 SUV 一年少花 5000多元油费，相当于省下一年
车辆全额保险。

作为自主品牌 SUV 中的常青树，奇瑞瑞虎自 2005年首
度推出，8 年的时间中，瑞虎始终不断优化升级，使产品质量
更为可靠、性能更为稳定、技术更为成熟；并且凭借百公里综

合油耗 6.7L的成绩，成为目前国内唯一享受节能惠民补贴的
SUV 车型，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实惠享受；同时借助 DVVT+CVT
黄金动力组合搭载，彻底结束自主品牌无量产自动挡的历史，

带领自主品牌 SUV进入“双 T”时代。在刚刚结束的“瑞虎全能
体验营第三季———爱呼吸之旅”安徽天堂寨首站活动中，瑞虎

低油耗再度经受实地环境挑战，创造百公里最低油耗 4.43L
惊人成绩，不负“SUV节油王”称号。

瑞虎开局销售 24280辆
本报记者 张骅

江淮新能源汽车将出口美国
本报记者 张晓梅

每两年一次的上海国际车展于 4月 21日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汽车厂商都在利用这一重要舞台一
展自己的利器，竭尽全力争抢中国这个巨大市场。自主品牌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奇瑞、江淮为代表的

汽车皖军，在今年的车展中精彩纷呈，他们运用各自的看家本领，向世界展示自主品牌的全新面貌。

车展掠影

人流如潮的奇瑞展台

奇瑞@ANT2.0小蚂蚁

概念车引领未来个性

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在国际化产品开发体系下开发的

量产概念车型α7、β5

车展开幕不到三天

就迎来了人流 15

万的高峰

江淮汽车董事长安进为新车揭幕

江淮汽车彰显高贵典雅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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