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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聪明 多款新车助力，初显成效

本报记者 谢育辰

品质·营销·公益齐头并举 一汽丰田总动员

由于广州车展临近年末，因此企业

的年销量完成情况也成为广大媒体关注

的热点。对此，田聪明总经理表示：“受到

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汽丰田在上半年的

销量情况不太理想，进入 9月以来销量
开始显著提升，截至 10 月底共完成 43
万辆，而随着 RAV4、锐志、威驰和普拉
多等换代和改款车型的上市，我们也正

在努力向年度目标冲刺。”

对于 2013年的一汽丰田，下半年集
中上市新车显然成为其向年度目标冲刺

的信心来源。而此次车展上全新 RAV4、
全新 VIOS 威驰以及新 REIZ 锐志的确
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赏、咨询，可见新

车的表现不俗。对此，田聪明特别强调：

“全新 RAV4的上市拉动了整个销量的
恢复速度，作为一汽丰田城市 SUV 车型
的代表，自上市以来，全新 RAV4就受到

各方面的好评，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销
售量就达到了 28000多台。同时，我也看
好我们的全新 VIOS威驰，相较于上一
代价格降低了近 2万元，而商品力却比
上一代提升了很多，不论是外观、空间尺

寸还是燃油经济性等方面，都有‘超越期

待’的感受。像全新 VIOS威驰性价比这
么高的车，在未来的小型车市场上一定

会有很好的表现。”

11 月 18 日，上海大众斯柯达
品牌正式推出了旗下高性能纯正

德系 SUV 车型 Yeti 野帝。据悉，
Yeti野帝搭载大众汽车集团极负盛
誉的 TSI 发 动机 ，提 供 1.4TSI、
1.8TSI两种动力选择，匹配以高性
能的 6 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7 速
DSG 双离合变速箱和 5 速手动变
速箱三款变速箱选择，结合不同的

配置，共推出 7 款车型，价格区间
为 16.58—24.18 万元。Yeti 野帝不
仅拥有灵动智慧的空间表现、从容

便捷的行车配置以及无忧贴心的

安全保护，更以个性鲜明的设计风

格和强悍出众的性能表现展现出

开拓生活、主宰真我的品牌理念。

随着 Yeti 野帝的推出，上海大众斯
柯达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产品

架构，实现对国内炙手可热的 SUV

市场的覆盖，品牌综合竞争力有效

提升。

造型个性鲜明
性能强悍出众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今年隆

重推出的 SUV车型，Yeti野帝集百
年斯柯达设计语言之大成，融汇德

系精湛工艺技术，硬朗的造型设计

个性鲜明，强悍的越野能力傲视同

级，为国内 SUV 市场带来全新体
验。

在设计风格上，Yeti 野帝有着
独树一帜的硬派气质，个性化的欧

式风范越野外观与斯柯达现代大

气的家族设计语言完美融合，展现

出鲜明的个性风范。在 Yeti 野帝
上，遍布整车的 SUV专属越野设计
让人眼前一亮，从前至后一气呵成

的动感车身线条、简洁的短前悬短

后悬设计、锋锐硬朗的车顶线条、

飞箭式高腰线、环抱式 SUV特征大
包围等设计无一不流露出纯正的

硬派 SUV风范，而高亮黑化的 A、
C、D 柱、曜黑质感车顶、高亮动感
黑色精车轮毂、豪华镀铬双排气尾

管、灵动双色车顶行李架、前后保

险杠银色底部饰板等设计更赋予

Yeti野帝独特的时尚气质。值得一
提的是，Yeti 野帝还特别为中国消
费者提供了外挂式备胎，在国内

SUV市场别具一格，这一设计不仅
从视觉上增强了整车的空间层次

感，更极富实用性，有效地扩大了

后备厢储物空间。此外，斯柯达家

族全新的设计语言如浮雕镀铬品

牌标识、V型立体雕塑机盖、四叶
草灯组造型以及直瀑式镀铬进气

格栅等在 Yeti 野帝上也有全面应
用，展现了百年斯柯达独特的品牌

魅力。

与硬派外观设计相映成辉的

是 Yeti野帝出众的硬派品质实力。
除了高效的动力组合，Yeti 野帝集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先进的前麦弗

逊式独立悬挂、后四连杆式独立悬

挂以及全路况底盘设计于一身，打

造出优异的操控性、底盘通过性和

驾乘舒适性。Yeti野帝还配备了功
能强大的智能 OFF-ROAD 越野模
式，帮助驾驶者在非铺装路面和陡

坡上更加轻松地驾驶车辆，在同级

车型中极富竞争优势。此外，Yeti
野帝配备的全开启式超广角全景

天窗也让人眼前一亮，这一全景天

窗拥有开阔的透光面积和开启面

积，配备智能双开启模式、电动防

夹等功能，兼具舒适性与安全性。

而 Yeti 野帝提供的 Varioflex 后排
座椅自由组合系统在同级车里也

独具特色。Yeti野帝后排三个独立
的座椅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由调

整组合方式，按照 40/20/40 比例进
行折叠或者拆卸，中央座椅靠背放

倒后能变成宽大扶手，拆卸下来的

座椅更可以在野外作为临时坐垫

使用。与此同时，双温区独立恒温

空调、车载蓝牙语音系统、LED 日
间行车光带、多功能双氙气前大

灯、PLA 2.0 智能泊车辅助、ESP 车
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GRA定速巡
航系统、倒车影像辅助、疲劳提醒、

ISOFIX 儿童安全座椅固定装置等
科技配置在 Yeti 野帝上都有广泛
应用，为消费者带来尊贵体验。

品牌定位：
开拓生活 主宰真我

基于卓越的产品性能和斯柯

达品牌一直以来强调的为生活造

车的理念，此次上海大众斯柯达在

Yeti 野帝目标消费人群的设定上

也有独到的见解。超越年龄、职业、

收入等常见因素，Yeti野帝在人群
定位上更注重生活方式与生活理

念的契合。

Yeti 野帝面向的是这样一群
人：他们个性鲜明，对自己有充分

的了解；他们目标明确，清楚人生

的方向；他们相信自己，追求自我

的风格，对生活有足够的掌控力；

他们激情进取，渴望开拓人生的新

境界，领略人生更壮美的新风景。

Yeti野帝挥洒个性的设计风格和灵
动奔放的越野性能无疑完美契合

了这一人群对理想座驾的期望，

“开拓生活 主宰真我”也正是 Yeti
野帝的品牌精神。据介绍，此次 Yeti
野帝上市会的主题“越野越自己”

也是 Yeti野帝的品牌口号。对此，
上海大众斯柯达表示，“越”代表着

超越的能力；“野”代表范围、视野；

“越野”代表 SUV的性能，也代表超
越生活的半径；“自己”并不仅仅是

狭义的“我”，更代表了 Yeti野帝目
标消费人群鲜明的个性以及生活

态度；“越自己”代表超越生活的状

态、超越平凡的生活。“越野越自

己”，寓意 Yeti野帝将带领消费者
超越生活的现状、生活的半径，去

开拓更多的可能性。从产品特性和

品牌理念来看，Yeti野帝也正是这
样一款个性鲜明、体现真我风格、

拥有强悍越野能力、能够陪伴消费

者开拓生活领域的硬派 SUV。
作为一款极富实力的 SUV 车

型，Yeti 野帝的上市正式吹响了上
海大众斯柯达品牌进军国内 SUV
市场的号角。凭借独特的硬派设计

风格、强悍奔放的越野性能以及尊

贵舒适的科技配置，Yeti野帝有望
为国内 SUV 市场注入一股全新的
硬派个性风尚。而随着 Yeti野帝的
推出，上海大众斯柯达也实现了对

日益兴盛的 SUV市场的覆盖，品牌
发展进入全新时代。

本报记者 谢育辰

越野越自己 上海大众斯柯达 Yeti野帝硬派登场

在11月 30日落幕的第 11届广州国际车展上，一汽丰田以全系乘用车阵容倾情亮相。
同时，一汽丰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田聪明、常务副总经理平野雅则、公关总

监马春平等也来到现场，就一汽丰田的市场表现、营销模式以及企业责任等话题与现场

媒体进行了真诚交流，同时向消费者传递出企业的实力及信心。

全新 RAV4

全新威驰

上海大众斯柯达 Yeti野帝上市

一汽丰田成立的十年，也是其热心

投入公益事业的十年。十年历程中，一汽

丰田探索出“厂家先行、经销商跟进、客

户参与”的公益三步走战略，在“安全、环

保、育人”三个方面深入发展，并最终形

成了“品质于心 大爱于行”的企业社会

责任主题。十年间，一汽丰田的公益事业

已颇有成就，在育人领域，“爱心图书室”

项目已经在全国建成 695 所，“一汽丰
田·希望工程助学基金”项目也已建成 10
所希望小学，并通过开展“希望小学教师

培训计划”等项目实现了一汽丰田公益

模式从起初的单纯物质帮扶到现在物质

精神并重的升华；在环保领域，“我心愿·

我行动”植树活动开展九届以来，共栽下

7500余株树木，此外，大学生物品捐献传
递行动“学长的火炬”等活动也在积极持

续进行，2013年一汽丰田联手全国 13所
高校成立“绿色空间·校际联盟”，为大学

生自主开展环保活动提供了平台；在“安

全”领域，一汽丰田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交

通安全教育，2008—2009 年连续开展的
“小手拉大手·中国家庭交通安全教育活

动”颇具影响力，除了基本的安全宣传活

动之外，在乐驾嘉年华活动中还增添了

“安全大篷车”环节，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向社会普及交通安全的重要性。

面对一汽丰田十年来丰硕的公益成

果，马春平认为这只是其公益之路的另

一个起点。“企业的成功与社会的健康发

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一个企业在社会

发展过程中除了提高商品力，做好各项

服务以外，也要大力支持一些公益事业。

这既是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也

是一汽丰田一直在做的事，企业社会责

任之路是一条持续之路。”

在竞争激烈的中国车市中，要想制

胜市场，除了推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车

型，更需要与时俱进的营销方式。“体验

式营销”正是一汽丰田近年来颇为注重

的创新营销模式，在业界拥有良好的口

碑并颇受消费者认可。平野雅则介绍道：

“我们从用户的角度出发，深入和全方位

了解用户需求后，将对用户的关爱融入

营销活动中，以期让用户感受到被理解

和被尊重。事实上，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活

动，而每一款车型在不同区域都有不同

的方式，我们努力做到让客户通过亲身

体验真正喜欢上我们的产品。”

正如平野雅则所说，一汽丰田不论

在商品推广、企业品牌活动还是车型品

牌活动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自 2007
年赛事启动以来，一汽丰田皇冠品牌已

与高尔夫赛事结缘 7年，皇冠杯业余高
尔夫球城市精英挑战赛已发展成为国

内业余高尔夫顶级赛事，在掀起运动热

潮的同时也提升了企业品牌影响力。而

规模空前的乐驾嘉年华活动更是体验

式营销模式的典型代表，该活动在展示

一汽丰田全系车型产品、企业发展历

史、售后服务、社会贡献等成果的同时，

为大众打造出一个集试驾、表演、娱乐、

互动体验于一体的盛大汽车狂欢派对。

针对不同车型的商品特点，一汽丰田还

特别设置了专项体验活动。如新 REIZ
锐志的“慕光倾城 粲然新生 新 REIZ
锐志体验营”活动，将“高性能基因”和

“非凡进化”两方面的商品优势展示给

了公众。此外，“纵享畅快 尽在此

刻———全新 RAV4 360毅全体验”活动，
则让全国多个城市的媒体记者、消费者

感受到了全新 RAV4“突破，领悟全新
境界”的超凡魅力。不仅如此，还有

PRADO 普拉多“川藏之旅”以及正在进
行的全新 VIOS 威驰全国巡展活动等。
一汽丰田通过一系列的体验活动，让消

费者感受其商品实力的同时，更感受到

企业对用户的体贴与诚意。

平野雅则 让用户“体验”被体贴，感知被尊重

马春平 企业社会责任之路是一条持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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