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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年的众多不利局势面前，江淮汽车在努力拓

展渠道、深挖资源的同时，将提升产品品质、推出更为完美

的升级换代车型作为公司长足发展的重中之重。作为中国

唯一一家集商用车、乘用车全系产品于一身的综合型汽车

企业，江淮汽车已逐步发展形成了商用车、乘用车比翼齐

飞的格局，产品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3年 3月，江淮汽车首次邀请江淮专属车模走出国

门，走进阿尔及利亚国际车展，向热情的非洲人民展现中

国车模的骄人魅力，自此拉开了 JAC专属车模海外市场的

首次表演秀。

据悉，江淮汽车 N721高端轻卡在此次上海车展期间举

行的全球上市仪式，有来自 100多个国家超过 200人的国际

经销商团队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相信凭借这股猛烈

的新品登陆旋风，越来越多的 JAC身影将会出现在非洲乃至

世界的各个角落，JAC的国际事业将会步入新的纪元。

肖梅

江淮商用车产品线再添新主力

江淮汽车：创新与坚守交织的徽风皖韵

历经过去一年的风雨洗礼，再次

来到上海车展的江淮汽车（简称“江

汽”，JAC），以一番脱胎换骨的全新风
貌，向所有人展现了自己的蜕变与成

熟。

江汽变了，无论是新和悦 RS，还
是瑞风 S5、M5，40余种参展产品的庞
大阵容，全面而又不失特色地宣告：

十年不息的奋斗之后，JAC 已然告别
探索、积累的初级阶段，旗下产品与

企业实力跃入以品质促品牌的 2.0
时代；江汽没有变，无论是乘用车五

年或二十万公里的超长车身质保、

“五星服务”保障体系的打造，还是进

军汽车金融领域，无不向外界展示了

一个全新的 JAC：以品质为核心，始
终将用户利益放于第一位的营销理

念，在经过挫折历练之后，没有出现

丝毫的松动，反而更加自信、坚定与

鲜明。

江淮汽车，在当下这个中国汽车

产业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在自主品

牌面临抉择的重大节点，向全世界献

上了一曲创新与坚守交织的徽风皖

韵。

肖明梅骅

梅骅

———上海车展看江淮汽车的变与不变

人们总是青睐于轿车的低能耗、MPV 的大空间和 SUV

的全路况，若将这三种不同汽车类型的最佳特点融为一

体，成为一款极具魅力的全能商务轿车会是什么样呢？在

4 月 20 日的上海车展上，江淮乘用车新和悦 RS 的上市，

向媒体和消费者揭示了这个答案。

作为和悦 RS的全新升级力作，新和悦 RS把握市场的

发展趋势，基于已有客户的真实反馈开发而来，在造型、内

饰、人性化配置等诸多方面实现了 62项性能提升，兼具轿

车的低能耗、MPV的大空间和 SUV的全路况三大核心卖点，

使其满足了消费者对于乘坐感受、商务接待、产品运输以

及个性化等多方面的诉求。

首先，在直接关乎用车成本的油耗方面，新和悦 RS1.5L

和 1.8L两款发动机燃油经济性都很出色，其中 1.5L发动

机曾获“中国芯”十佳发动机荣誉称号，以低油耗、低排放与

高性能而著称；而 1.8L发动机，则是江淮动力品牌“Green-

Jet锐捷特”旗下最新优化的 4GA5发动机，从怠速 800转开

始到 4800转同转速扭矩输出会高出 20%。

既然是兼容了 MPV的特性，新和悦 RS 的空间优势是

显而易见的，轴距 2710mm，长宽高达到 4550×1775×

1600mm，更令人惊喜的是新和悦 RS 可以轻松实现 7 座，

外加独立座椅，带来了更多人性化储物空间以及具备折叠

前翻功能的后排座椅，将新和悦 RS 的最大装载空间拓展

到 2100L，这个容量在同级别车型中优势明显。

尽管新和悦 RS 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越野车”，但新

和悦 RS 具有 170mm 的最小离地间隙，这要比一般城市

SUV 160mm 的离地间隙还要高。配合江淮五星底盘，前麦

弗逊后纵臂双连杆四轮全独立悬架（带横向稳定杆和副车

架）以及 205/55R15 的宽胎，使其通过性极佳，能够轻松应

对各种复杂的路况。

江淮乘用车轿车营销公司总经理李建华表示：全新和

悦 RS 正是奔着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价值体现而来，

它的上市让消费者在轿车的低能耗、MPV 的大空间和 SUV

的全路况之外有了新的选择，真正做到了商务和家用兼

顾、时尚和实用并重，成为家庭和企业的全能用车解决方

案，也为两厢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4月 20日，2013（第十五届）上海国际汽车展览会揭开帷幕。作为国内知名的自
主品牌主力厂商，江淮汽车以“诚品臻质·科技生活”为主题，携旗下全系 40余款产

品，向社会公众集中展示江淮汽车科技创新的成就和魅力。

第 15届上海车展 4月 20日开幕，江淮乘用车向媒体

与公众正式发布了全系轿车“5年 /20万公里的车身质保承

诺”，同时为用户量身订制了“一家亲”五星服务保障体系。

在汽车行业普遍产品质保期不超过 3年 /10 万公里的情况

下，江淮此举可谓是在众多汽车厂商中先拔头筹。

良好售后服务和质保，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企业对产品

质量和权益保障的郑重承诺，同时也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

利器。江淮乘用车给出“5年 /20万公里的车身质保承诺”，不

仅全面提升江淮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与服务品质，同时也从

消费者利益保障层面上做到消费权益的有效保障。

除了 5年 /20万公里车身质保以外，江淮乘用车还为用

户量身订制了“一家亲”五星服务保障体系，提供 1对 1客

户经理专人服务、24小时全天候服务热线、200公里流动服

务支援以及 100%纯正原厂配件供应等五星级服务体验。目

前江淮乘用车已全面拉动供应链、制造体系和市场体系围

绕“5年 /20万公里车身超长质保期”进行能力建设。

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消费者权益日益得到重视，另

一方面，相对于外资品牌，我国自主品牌本身的品牌力尚不

足。企业需要将服务营销提升至品牌营销的战略层面，通过

更加强大的服务体系，促进品牌美誉度和消费者忠诚度。此

次江淮在上海车展发布的“5年 /20万公里车身质保承诺”，

意味着企业服务体系的升级，显示了其在提升自主品牌力

方面的决心。

和悦 RS：尽显“全能”之美

肖明

5年 /20万公里质保创业内新纪录

延展阅读

今天的江汽，既是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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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进说。而江淮

汽车也必将为此前行不辍。

“十二五”期间，江淮汽车将始终

坚持“整合全球资源造世界车”的理

念，坚持“五个有”，即有效益、有技

术、有品质、有特色、有规模。坚持推

进战略转型不动摇，坚持结构调整不

动摇，坚持走质量效益型道路不动

摇，坚持品质优于规模的发展路径，

构筑起在“十二五”期间的比较优势

和后发优势。巩固发展核心业务，力

争轻型卡车全球前三甲的市场地位；

稳健发展战略业务，力争乘用车在自

主品牌阵营中名列前茅；主动布局新

能源汽车，力争进入自主品牌新能源

汽车第一阵营。大力推进国际化，打

造品质的 JAC，在汽车行业率先实现
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品牌的跨越，将

JAC打造成中国的世界级一线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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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进说。

如果说江淮汽车的变，多着墨于

产品的品质、技术。那么，本次车展所传

达出的“不变”则体现在，以品质为核心

的江汽文化，得到延承与深化。

首先，“品质的 JAC”没有变。从每
一辆参展的产品身上，人们都能够直

观感受到江淮汽车对品质无止境的追

求。这不仅是江淮汽车的造车准则，也

已经成为 JAC人的行为准则。
“江淮汽车这么多年来的发展，最

大的体会就是：始终立足于质量这个

根基，保持良好心态，稳扎稳打，让每一

步都走得很实。”江汽集团公司董事长

安进说。

“品质的 JAC”背后，更蕴藏着江汽
对“以人为本”的思考。半个世纪以来，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服务的人群如何

不同，江淮汽车始终清楚地认识到：汽

车的意义，在于赋予人行动的自由。它

帮助人们挣脱物理空间的束缚，延伸

考量世界的尺度，让智慧在自由的行

动中，激荡创造出文明的火花，促进社

会与人本身的进步。而消费者于林林

总总的品牌中做出购买的决定，其最

核心的诉求就在于，谁能够最好地保

证其自由的权利。

这恰恰是江淮汽车从未改变过的

追求：以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守候每

一位消费者“自由的权利”。无论是乘用

车、商用车、客车或者零部件与汽车服

务，烙有“JAC”印记的江汽产品，都致
力于保证消费者工作、生活的每一个

步骤环环相扣，不断体验幸福，走向成

功。

当然，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存在

不足与失误，但江汽绝不以此作为隐

瞒与逃避的借口，而是拿出承担责任

的勇气与行动。本次车展，秉持“承诺传

递信心”，江淮乘用车向媒体与公众正

式发布了全系轿车“5年/20万公里的
车身质保承诺”，同时为用户量身订制

了“五星服务”保障体系。这种重塑形象

的努力绝非一时权宜，因为“技术的

JAC”给了江汽充分的底气与能力。
最值得一提的是，为保证国家能

源安全，响应国家节能减排、环保治污

的号召，江淮汽车投入近 1.6亿元实施
新能源汽车的开发规划。以“纯电驱动”

为主攻方向，构建纯电动车和增程式

电动车两个平台，从传统车改装到基

于完全电动化平台产品梯度换代开

发。2012年，江淮汽车分别以 2485辆
轿车和 612辆客车的商品化投放，创造
了新能源汽车两个全国第一。

江汽之变，产品为先。

与过去以价格、销量为关键词

相比，江汽以品质为核心的 2.0 时
代，以塑造品牌为最大追求。品牌的

涵义，实质是一种能够即时联想到

的良好体验。江汽为自己的 2.0 时
代提出“诚品臻质，科技生活”主题，

显然是对这一概念的精准把握。

江汽的 2.0 时代，有着清晰准确
的发展思路。以客户为导向的“瑞

风+和悦”双品牌运营战略的确立，
犹如铺下了两条坚固铁轨，采用全

新自主动力技术平台的全新车型自

此陆续驶上轨道，以强大的产品矩

阵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全方位用车

需求。本次车展，双品牌战略的雏形

已初现。

在乘用车方面，江淮乘用车第

二代车型新和悦 RS 的上市，可谓抓
住了日渐明晰的市场大趋向。基于

已有客户的真实反馈而开发、定位

于“三车合一，全能商务”的新和悦

RS，兼具轿车的低能耗、MPV 的大
空间、SUV 的全路况三大核心卖点，
满足了用户的差异化需求。

同样从客户需求出发而诞生的

产品，还有新上市的瑞风 S5。在 3
月 19 日上市后半月之内，瑞风 S5
销量已经达到 4263 台。本次车展现
场展出了 S5 的解剖车，让用户直面
最真实的 S5，这也显示江淮汽车对
S5 的充分自信。

在江汽具备优势的商务车领

域，全新 2013 款瑞风 M5 也做到了
“为人民服务”。在内饰方面进行了

重要改进，增添了许多人性化的配

备。不仅强化了商务感，也更加注重

用户对品质升级的需求。新款瑞风

M5 的主要配置已经完全不输于甚
至优于合资品牌，它将进一步强化

瑞风品牌在自主 MPV 市场中的标
杆地位。

新世代产品的青出于蓝，来源

于关键模块的优化进步。长久以

来，动力技术一直是自主品牌与外

来对手较量时的短板之一。如今，

自主研发的 1.5L TGDI 高性能汽油
发动机匹配双离合器自动变速器

（DCT）的白金组合以及多款“Green原
jet (锐捷特 )”发动机“精芯”，让每
一辆江淮汽车有了强健、节能、环

保的国产心脏。其意义不仅凸显了

江淮汽车在核心零部件领域的研

发实力，也为企业未来向更高目标

的攀登提供了根本保障，更为自主

品牌阵营整体形象与实力的提升

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还有已经成为江

淮汽车新标注的新能源汽车。本次

车展，人们能够在现场观摩在合肥、

成都两地大规模商品化运营的江淮

同悦爱意为第三代纯电动车以及作

为江淮新能源商用车领域开山之作

的首款纯电动卡车等新能源汽车领

域的最新成果。

在这次车展上，2000 台江淮同
悦爱意为第三代电动汽车将迈出国

门，进入美国市场。新能源汽车是汽

车行业与社会交通的未来，江淮汽

车愿意用自己的努力，为其打开产

业化的大门。

可以说，“学造车”的岁月渐行渐

远，江淮汽车正头脑清晰、满怀信心

地在行驶在“造好车”的品牌之路上。

热烈的展台发布现场

“造好车”的 2.0时代 永不改变的守候

驶向世界的“中国梦”

瑞福德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开业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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