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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晚，上海中华艺术宫（原世博会
中国馆）的旁边，一座充斥着极简主义设计理

念的白色长方形建筑里发出夺目耀眼的光

芒。

现场的闪烁霓虹和喧嚣欢腾为宝马集

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格上台讲

话做足了铺垫，作为宝马全球首家品牌体验

中心，安格宣布在华正式启动“未来零售”计

划，旨在全面促进消费者关系和业务质量。这

位履新不久的宝马大中华区新掌门借此向

外界传递公司对于中国市场的战略倾斜，

“‘未来零售’不是一个短期的项目，而是长期

和持续的过程。”

“未来零售”求变传统营销

安格认为，“未来零售”将带给终端销售

三大好处：一、尽可能增加与客户和潜在客

户的接触点；二、在所有接触点上提升客户

的品牌体验；三、在零售渠道提升服务质量

和客户价值。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未来零售”这个

词汇仍显生僻，但对于目标未来的巨头企业

而言，这将可能决定企业的未来存亡。此前，

中国商界的两大标志性人物马云和史玉柱

就曾对“未来零售”进行思辨。

在国外，如微软等企业已对其进行了技

术研发，只待时机成熟推向市场。一组微软

推出的视频可以直观地反应“未来零售”业

的发展趋势。当顾客进入店铺，店铺系统将

通过手机向顾客问好，顾客可在移动端勾画

将要购买的物品，系统将充当导航自动指引

其前往购买区，店内的员工可以通过移动端

在一瞬间改变某件商品的售价，并将最实惠

的商品推荐给顾客。当购物完毕，系统将代替

店员向顾客say goodbye。
视频中清晰地传递出了“未来零售”的

部分雏形，无纸化和电子化将被广泛应用。与

传统营销相比，“未来零售”蔑视死缠烂打，反

之注重客户感知。但与前者相比，微软的“未

来营销”显得缺乏人情味。

安格给出的答案是，至少在宝马体系内

“未来零售”并不会是一项革命性的营销骤

变。有些顾客并不喜欢一进店就被销售顾问

层层包围。这也是宝马“未来计划”中引入无

销售考核的“产品精英”职位的根本原因。他

们将在适合的时间出现，确保客户充分获得

信息。

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营销组合工程，中国

是宝马集团在全球最早启动这一计划的市场

之一，甚至早于德国和美国。在增加客户接触

点方面，宝马除了在上海建立全球首家BMW
品牌体验中心，还计划未来在其它城市开设品

牌体验中心；在客户体验提升方面，宝马将推

动所有经销商展厅的

软硬件升级；此外，宝

马还将协助经销商进

行企业文化建设，树

立良好的雇主形象，

以吸纳和留住人才，

增强员工团队的稳定

性和自豪感，从而促

进服务质量和客户价

值的提升。

当“极简”遇到“极繁”

作为引领公司未来的战略，“未来零售”

所承载的内涵显然不像字面理解那么简单，

作为全新战略的先子，宝马在华遇到的第一

个难题是如何通过具象的展示呈现公司希

望传达的“未来零售”的概念。

自2012年起，宝马成为唯一与上海世博
发展集团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助力世博

园后续可持续发展的汽车品牌。品牌体验中

心与中华艺术宫咫尺相望。作为上海新地标，

它既是宝马与上海世博发展集团五年战略

合作计划的重点组成部分，也是宝马“未来零

售”计划的重要启动项目。

“可持续性、创新、美学”。华晨宝马汽车

有限公司建筑设计高级经理Nicholas Ott在
谈到上海BMW品牌体验中心的设计理念如
是描述。

对于Nicholas Ott而言，这项设计充满挑
战，原世博会中国馆的中华文化宫是传统与

现代艺术的结合。咫尺之遥的宝马品牌体验

中心既要强调BMW的个性，又要与中华文化
宫形成视觉层面的和谐统一。在方案数次推

倒重来后，Nicholas Ott最终选定用“极简主
义”表现宝马的全球首家体验中心。

为了在视觉上与中华文化宫和谐共生，

Nicholas Ott甚至与世博发展集团争取调整品
牌体验中心的方位，“只有这样BMW体验中
心才能与中华文化宫真正相映生辉。”

BMW品牌体验中心整体建筑采用类似
三明治结构，由无框落地玻璃包围，好像漂浮

在地面上，巧妙实现了“内景外置”的设计构

思。内部面积约2000平方米，每小时接待流量
设计为500人。BMW品牌体验中心不承担销
售功能，其概念更接近美术馆或博物馆，让观

众在充满艺术氛围的空间里探索和体验品

牌的历史、文化、科技和产品等丰富内容。

这里最重要的区域是大展示厅，且视野

极佳：眼前是工业设计和艺术灵感交织碰撞

的结晶———BMW艺术车，远处是凝结中国文
化底蕴的中华艺术宫。这里并不会展示过多

在售车型，而是通过BMW历史、BMW M、
BMW i品牌、BMW互联驾驶、BMW企业社会
责任等精选内容呈现品牌的过去和未来，让

来宾在轻松惬意中体味品牌的魅力。年内，

极具MINI品牌原创精神的MINI品牌体验中
心也将在中华艺术宫南广场落成，届时，

BMW和MINI两大品牌体验中心与中华艺术
宫、月亮船等一起构成引人入胜的文化艺术

游览胜地。

宝马希望当买家逐渐接受这种潜在营

销并在更多城市发现类似体验中心时，“未来

零售”计划将变得更为具象且深入人心。

本次车展，广汽集团全球首发新潮流中级车传祺GA3。“T”动力战略车型———传祺

GS5 1.8T和传祺GA5 1.8T也同台亮相，四驱混合动力传祺GS5亦同步展出。

日前，沃尔沃 V40在上海正式发布。这款
“史上最安全的智能紧凑型豪华车”，共推出四

款车型，分别是“智尚版”、“智逸版”、“智雅版”

和“智尊版”，价格分别为 23.99万 , 25.99万 ,
27.99万及 32.59万元人民币。

全新 V40自去年在欧洲上市即大获成功，
至今已斩获 17项国际大奖。

除了备受全球媒体关注的行人安全气囊，

V40迷人的北欧设计、超越同级别的动力性能
和个性实用的功能配置都获得了业内媒体和

消费者的广泛好评。沃尔沃汽车集团市场营销

销售及服务高级副总裁 Doug Speck 在发布会
上致辞说道：“作为沃尔沃汽车‘以人为尊’品

牌战略下的首款全新车型，V40 上市短短数
月，就已经成为欧洲最畅销的车型之一。这款

具备大型豪华车特质的紧凑型汽车将吸引更

多的中国消费者，特别是年轻群体进入沃尔沃

家族，感受更加现代、动感和时尚的沃尔沃品

牌。”代表了沃尔沃未来设计语言的全新 V40，
用其精益求精的周到和细致，为驾乘者带来了

自在的北欧生活格调，相信其必将成为沃尔

沃汽车的又一经典之作。全新 V40的上市，不
仅将进一步丰富沃尔沃汽车在中国的产品矩

阵，增添家族实力，更加满足了市场中日渐兴

起的差异化需求，为紧凑型豪华车市场树立了

新标杆。

沃尔沃：
V40中国上市

首家 BMW品牌体验中心落户上海
打破传统营销宝马启动“未来零售”计划

GA3上海车展全球首发 传祺发力公务车版图

作为江湖风头最劲的族群，豪华派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该族群中的成员组成，既有德国三
强，也有日系车豪华车品牌雷克萨斯、英菲尼迪、讴歌，还有被吉利收购的瑞典企业沃尔沃。上述成
员之间的较量，早已从纯粹的产品对决上升到商业模式的重新思考。

两会后，公务车采购从“征求意见稿”阶段逐步进入“推

行”阶段，公务车版图有望开始重新划分。从 2013上海车展来
看，以一汽红旗和广汽传祺为代表的中国品牌，在产品品质、

技术创新、亲民形象等方面已具备挑战合资品牌的实力，有望

在公务车上抢占更多市场份额。

广汽乘用车总经理吴松表示：“现在中央决策层已逐渐形

成共识，支持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加快发展，中国品牌迎来绝

佳发展机遇。”

此次上海车展，如红旗 H7、传祺 GA5和传祺 GS5等在公
务车市场备受关注的车型，均被厂家作为重点展示对象。对于

公务车来说，品质和安全是重要考量因素，在这方面，一汽红

旗和广汽传祺都已具备比肩同级合资车的实力。

未来，公务车采购可能采用更严格的“1.8L、16万”标准，
传祺 T动力车型在符合公务车采购相关政策的同时，还能提
供澎湃动力，并维持低油耗和低排放。

上市短短数年，广汽传祺便树立了自主公务车的典范形

象，这与广汽乘用车的研发投入和创新实力是密不可分的。据

了解，广汽传祺的研发投资达 70亿元，且后期投资仍然在继
续，可见其对研发环节的重视。此外，广汽全球研发网作为广

汽全球化产业技术研发战略平台，目前已具备“全球研发、全

球人才、全球配套”三大成熟体系，在人才储备、技术创新及供

应商战略合作等方面，广汽都在向国际先进标准靠拢。

广汽在研发投入上可谓不遗余力，这也符合公务车采购

标准中提到的“近两年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

入的比例均不低于 3%”的硬性要求，为传祺进一步拓展公务
车市场增添砝码。

前不久，第一夫人彭丽媛随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时，身着

中国品牌“例外”，此举再次展现出当前政府一直贯彻的亲民

作风。延展到公务车领域，汽车产品同样需要具备亲民形象，

广汽传祺在此方面也有巨大优势。

以传祺 GA5 1.8T为例，不仅品质过硬、配置丰富，而售价
仅从 13.98万元起，比同级合资车低 5万元左右。而在日常使用
成本方面，一辆合资品牌 B级车一年需要 3至 5万元，而传祺
GA5一年的使用成本仅需 2万元左右。无论采购成本还是使用
成本，传祺均比同级别合资品牌低 40%左右，极大节省开支。

由于各项条件均符合政府公务车采购政策，传祺已被广东、

浙江、四川、广西、宁夏、湖北等多个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采购

用作公务车。另外，在“2013年公安警用（专用）车辆和警灯警报
器协议供货竞争性谈判会”上，广汽传祺系列车型荣获公安部警

用装备采购中心颁发的“最受欢迎的公安版专用车”奖。

可看出，以广汽传祺为代表中国品牌不仅已具备与合资

品牌媲美的产品品质，而且亲民的价格也符合当前中央提出

的轻车简从、低调务实的精神。所以，在未来公务车市场的版

图争夺战中，广汽传祺也将更有优势。

发力公务车

本届上海车展上，广汽两款 T动
力战略车型———SUV 传祺 GS5 1.8T
和中高级轿车传祺 GA5 1.8T同台亮
相。广汽 1.8T发动机，采用最新涡轮
增压中冷（T/C）技术 ,动力性能超过自
然吸气 2.4L发动机，最大额定功率达
130千瓦，有效提高燃油经济性，降低
尾气排放，契合当下消费升级的趋势

和绿色环保的时代要求。

传祺 GS5 1.8T 还采用博格华纳
最新 i-4WD智能适时四驱系统，全系
标配博世全球最新 9.1版 ESP，给注
重驾驶乐趣、向往心灵自由的消费者

带来超越期待的愉悦体验。去年底和

今年年初，传祺 GS5 1.8T先后接受世
界海拔最高沙漠库木库里和牙克石

寒带试验场零下 30 度的极限考验。

在极端恶劣环境下，传祺 GS5 1.8T依
然发挥出自身的驾驶优越感，其世界

级品质受到各方一致认可。

传祺 GA5 1.8T 采用家族化新名
称，在外观、内饰、动力、科技等方面

进行全面升级；配置全球领先的 1.8T
发动机，低速扭矩表现和燃油效率更

加突出，注重操控性与舒适性的平

衡，打造中高级 T动力轿车越级价值
标杆；此外，采购成本与使用成本均

比合资品牌低，成为公务车改革大环

境下的首选车型。

此次亮相的四驱混合动力传祺

GS5 是广汽研究院基于传祺 GS5 平
台，自主研发的中国首辆重度四驱混

合动力 SUV。在传祺 GS5平台的基础
上，该车装置 ISG（Integrated Starter/

Generator）集成一体式启动 /发电机、
永磁同步后驱电机系统、锂动力电池

系统。实现纯电动行驶、快速起停、制

动能量回收、换挡助力、无动力中断

换挡等功能。也可据实际工况自动切

换两驱和四驱模式，综合油耗比同类

传统车型降低 30%以上。
广汽集团一直坚持高端发力,走制

造高品质的产品路线。传祺品牌自

2010年问世，已逐步树立中国品牌典
范形象。随着传祺产品跻身热销中高端

车行列，传祺 GA5和传祺 GS5的世界
级品质、五星级安全、高科技含量和驾

乘愉悦等产品特性逐渐深入人心，“品

质、安全、创新及愉悦”四大核心价值已

被更多消费者认知，广汽传祺将与消费

者共享中国汽车品牌发展的传奇。

广汽传祺一直致力于打造高

品质车型，此次亮相的新潮流中

级车———传祺 GA3，基于全新中
级车平台开发，延续家族化名称，

是广汽集团在深入洞察新一代消

费者需求基础上，依托全球研发、

全球配套、全球销售开发理念，联

合保时捷工程公司调校，按照国

际标准和流程倾力打造的全球战

略性车型。

传祺 GA3 造型传承光影雕
塑理念 ,动感与力量兼备；前脸以
创新的时尚元素和个性手法拓展

了传祺家族化特征；整体传递自

信进取、动静相宜的新鲜气息。

精心打造的全新中级车型平

台，秉承了“底盘大师”的优良传

统，采用同级罕有的前麦弗逊+后
多连杆四轮独立悬挂、EPS 电动
助力转向系统等高端配置，经过

广汽研究院的精心设计与保时捷

工程公司的悉心调校，操控、平

顺、NVH 等性能指标综合达到同
级车型的国际先进水平，带来动

感且舒适的驾乘体验。平台采用

前踵点前移、后 H 点后移等先进
设计理念，实现了乘员舱的超大

空间。

秉承“为亲人造车理念”，全

球同步、全系主配博世最新 9.1
版 ESP 电子稳定主动安全系统，
使 GA3 安全更可靠。严格执行高
标准选材要求，内饰清新环保。由

广汽中高级车“3CAN +3LIN”电
子电器架构演进而来的分布式车

载“大脑”与“神经网络”系统及智

能信息系统，不仅实现了手机与

整车的互联、手机远程遥控起停

发动机及空调等独特功能，也使

GA3 充满了智能并时尚的特色。
传祺 GA3 还具备多样化的动力
总成配置，包括 1.6L、1.3T 发动机
等，可满足消费者的各种需求。

传祺 全球首发

传祺 动力车型同台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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