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资讯 2012年12月28日 星期五 编辑/陈龙 美编/聂平辉 校对/黄蓉A38

三 湘 都 市 报 公 众 服 务 热 线 ： 96258（新 闻 报 料 发 行 投 诉 广 告 服 务 互 动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开 福 区 湘 江 中 路 一 段 52 号 邮 编 ： 410008

��������12月 14日，东风日产荣获“中国企业社
会责任榜·杰出企业奖”， 这也是自 09 年获
奖后再夺殊荣。 东风日产一以贯之地践行
“共创价值、共谋福祉”的企业使命，积极创
新地承担对各社会主体和利益相关方的责
任，与该奖项追求企业和利益相关方“共享
价值”的“仁商”理念十分契合。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表示，企业社会
责任不是企业的门面功夫，也不是企业的负
担，而是长远竞争力的来源。 自成立之初，东
风日产就将社会责任意识融入企业发展战
略，通过战略化、创新化和社会化的实践，共
同创造对社会、环境和消费者最有价值的产
品与服务， 努力追求长期共赢的和谐商道，
实现企业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创价值，共谋
福祉”。
高屋建瓴
将企业社会责任提至发展战略高度

享有“战略竞争之父”美誉的迈克尔·波
特认为， 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创造“共享价
值”， 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取得自身发
展。 共享价值并不是“分享”企业已经创造的
价值，而是做大整个经济和社会价值蛋糕。

东风日产从成立之初就建立了“人·车·生
活”的企业愿景，致力于以最有价值的汽车
产品和服务为顾客提供丰富的人性化的移
动生活体验。 在此基础上，更于 2009年发布
合资车企首份企业公民战略报告，明确了以
“共创价值、共谋福祉”为核心理念，在顾客、
环境、员工、合作伙伴、股东、社会六个直接
利益相关方中，有系统、有规划地开展企业
公民实践。 该报告从战略高度保证东风日产
在企业的日常运转中，最大程度地实现利益
相关方的利益，构建良性的商业生态。

创新价值
以领先姿态把蛋糕做大

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基金会， 使东风日产不
仅成为国内第一家以专业基金会开展企业公民
实践的合资企业，还形成了有战略、有体系、有标
准、有预算的公益运作体系；一方面通过“因地制
宜走进去”，从当地实际出发，帮助贫困地区师生
解决最急迫问题；另一方面，将教育欠发达地区
的校长和班主任“请出来”，学习教育发达地区先
进教学经验，再将这些经验带回所在学校，提升
当地的教学水平。 这种创新的助学方式，不仅通
过“输血”，解决贫困地区学校最迫切问题，还通
过“造血”， 帮助那些地区的教育发展逐步实现
“体内自循环”。 如今，东风日产先后在全国 9个
地区开展助教活动， 累计投入教师培训资金、教
学教材等逾 2000万元人民币，受惠教师、学生分
别超过了 20万人和 50万人。

“从‘善其身’到‘济天下’，我们用创新的思
路，将对社会责任的生态网络做大做强。 并通
过系统性的战略布局，推动企业责任的全面深
化和创新”，任勇表示。未来，东风日产将持续投
入更多资源，继续以创新性的思维去呼应政府
议程，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同时凝聚更多的合
作力量，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的人车生活。

创新为众，东风日产再创“仁商”典范

��������评论人士分析认为，11 月汽车市场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9、10月份未充分释放
的购买力后移，加上广州车展、油价下降、十
八大提振国民信心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使得
月销量再创新高。 另外，多款新车型的抢眼
表现，也给 11月份带来了重要增量。 比如，
东风日产启辰品牌中级车双子星———启辰
D50和R50，11月销量达到 8047台，为乘用
车市场贡献了实实在在的增量。凭借出色的
销量表现， 这个 2012年 4月份才正式进入
市场的新品牌， 正逐步跻身市场主流品牌
行列，成为合资自主品牌阵营的新领袖。

微增长时代“国民车”扛起车市未来

2012年车市，被冠以“微增长”的标签。
但实际上， 中国车市的微增长开始于 2011
年，该年中国汽车销量增长仅 2.45%，为十
几年来最低。 但也是在 2011 年，中国汽车
市场凭借艰难的正增长，站稳了“全球第一
大汽车市场”的席位。业内资深人士评论认
为，从此中国车市进入调整期。 2012 年，车
市增长率反弹至 7%左右，说明车市的自我

调整初见成效， 主要呈现为市场结构性变
化。 近两年诞生的启辰等新品牌就是在中
国车市结构性变化中抓住了机遇。

新华信总裁林雷曾表示：“中国汽车市
场进入真正的普及时代。 ”普及时代，车市
需求重心悄然发生变化，价格亲民、功能实
用、品质过硬的“普及型车”成为最大的刚
需市场。可以预见，未来数年，新一代“国民
车”之争将愈演愈烈。 而从 2012 年的表现
来看，定位于“高品质国民车”的启辰品牌，
走在了众人的前面。

著名评论人士傅雪峰在其近期文章
《老百姓不妨想想什么是国民车》中分析了
海外诸国的国民车历程， 进而得出结论，
“国民车不是竞速机器， 也不是移动别墅，
它应该是实用至上的产物。 ”并进而质问中
国汽车产业：“便宜、够用、皮实、耐用，而且
技术和外形又不过时， 这种国民车在哪里

呢？ ”启辰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月销破 8千
启辰抢滩新时代“国民车”高地

早在启辰品牌创立之初， 东风日产副
总经理任勇就表示， 启辰将以中国消费者
需求为基准打造国民车， 将真正实现中国
消费者期盼已久的“国际品质、中国价格”。
事实证明，启辰品牌并未食言，启辰 D50和
启辰 R50 的相继上市，凭借全面超越同级
的大空间、省油、高品质等优势，迅速赢得
市场青睐，而 6.78-8.38 万元的定价，则让
广大消费者高呼“超值”。因此，两款车型销
量节节攀高，11 月份销量突破 8000 台，并
向着月销万台继续迈进。

启辰 D50和 R50两款新车，基于著名
的全球中级车平台， 在规格上与同价位竞
品相比拥有先天优势，是“以大欺小”，对竞

品似乎有些“不厚道”。但对于消费者来说，
高级别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功能优
势：宽适的空间、大气的外形、更协调的行
驶性能。正合国民车“实用至上”的真谛。对
于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来说， 购车优先考虑
满足一家几口的用车需求， 因此对空间的
要求格外高。 许多外来品牌因为没有深刻
理解这一点，简单照搬国外经验，因而折戟
沉沙。 可见，国民车也绝非全球一统，而是
必须要符合各国的国情、文化、消费习惯。

启辰还从品质上对“国民车”进行了很
好的诠释。 启辰将供应链整合为“品质联
盟”，从每一个零配件开始实施严格的品质
管控， 而整车在全球标杆工厂与 NISSAN
品牌共线生产， 在新车上市第一年就已经
树立了良好的品质口碑，“做工好、 小毛病
少、皮实耐用”成为用户对启辰 D50或 R50
的一致评价。 而与 600 多家 NISSAN 专营
店的共网服务， 则让消费者感觉到额外的
质量保障。

启辰还有一点做到了业内史无前例，
那就是“新车 7 天包换”。 家电“包换”见的
多了，汽车“包换”在中国尚属首次。特别对
于启辰这样一个新品牌来说，可见其诚意、
勇气与自信。 这样绝对可彰显“国民车”范
儿的行动， 自然非常受国民们欢迎。 据了
解，这一政策发布后不久，在各地专营店都
造成了到店咨询热潮。

据终端反馈的信息，12 月份启辰销量
更胜上月，有望再攀新高。 目前，全国各专
营店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装多少送多少”
抢年货活动，借助年底的喜庆气氛，启辰的
“国民车”形象将更加深入人心。

微增长时代“国民车”启辰推动汽车普及
�������日前，11 月汽车销量
数据出炉。据中国汽车工业
协会统计，11 月我国乘用
车销售 146.13万辆， 创有

史以来月度新高，同比增长 8.75%，为近
几个月最高， 并带动 1-11 月乘用车销
量同比增长率反弹到 7%以上。 11 月销
量的硬气表现， 为 2012 车市收官奏出
喜人音符。

日前，全新上市的凯迪拉克高性能
豪华轿跑CTS-V�Coupe首度在湖南国
际会展中心高调亮相，为湖南车迷现场
打造了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3.9秒让
对手隐形的CTS-V�Coupe与性感时尚
的内衣秀场给到场嘉宾带来了一场美
女与野兽的视觉盛宴。

CTS-V�Coupe堪称凯迪拉克“V”
系列高性能家族的最新力作， 其进一步
演绎了CTS�Coupe的前瞻风格， 以最佳
流体力学造型勾勒钻石锋芒，“隐形轰炸
机”般的造型蓄势待发，极富力量感；凯

迪拉克“V”系列高性能车型特有的前格
栅、中部凸起的发动机舱盖等独特设计，
则强调了CTS-V�Coupe的真正赛车血
统。 凯迪拉克CTS-V�Coupe搭载6.2升
V8机械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达
556匹马力，最大扭矩为747牛·米，0~60
英里/小时加速仅需3.9秒，再辅以全球反
应最快的MRC主动电磁悬挂系统、经超
跑调校圣地纽伯格林赛道精准调校的赛
车级底盘、 精准的转向系统以及可靠的
制动保障， 为乐于挑战速度极限的驾驶
者带来无与伦比的操控感。 ■记者 陈龙

日前，风行汽车推出的2013款菱智
全能商务车在湖南地区隆重上市。据
悉，2013款菱智包含了3系列产品菱智
M3和5系列产品菱智M5。 其中，3系列
菱智M3主要针对小排量商务车市场，5
系列菱智M5则面向中级商务车市场。

2013款菱智的上市，完成了风行菱
智对整个全能商务车市场的全面布局，
覆盖了6万元-14万元之间的所有商务
车细分市场。

5系列产品2013款菱智M5，首次将
中级MPV的价格下探到8万元区间，主

要针对政府公务部门、事业单位和各级
企业客户。其突出的节油性能和性价比
优势，在为客户带来体面的公商务接待
形象之外，也提供了强大的运输功能和
舒适的驾乘体验。

2013款菱智M3， 是原菱智1.6L的
升级车型， 它是国内首款1.6L黄金小排
量全能商务车， 成功开辟了6万元-8万
元区间的小排量商务车市场，为富裕个
体业主、中小企业、市县级基层政府和
事业单位，提供了豪华公商务用车。

■记者 刘艳红

2013款菱智长沙上市

凯迪拉克CTS-V�Coupe震撼登场

挂满礼物的圣诞树、身穿红色麋鹿
装的小朋友、免费派送礼物的“圣诞老
人”……12月23日，长沙美庐美术馆内
节日气氛浓烈，当晚，以“胜”诞T时代为
主题的北京现代新胜达长沙上市会在
此举行。新胜达靓丽的外形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青睐，现场丰富的互动活动更是
让到场车友沉醉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作为北京现代迄今为止最豪华、最高
端的车型，全新胜达定位为“T动力全尺寸
豪华SUV”，整体设计强调“外刚内柔”的
合二为一，无论外形、动力、配置都全面领
先同级车型。官方指导价为21.98万元至
30.98万元。 新胜达将与途胜及ix35针对
不同细分市场形成“三驾马车”的组合，共
同发力中高端SUV市场。 ■记者 刘宇慧

北京现代新胜达“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