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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 /荣誉 /口碑三突破 解析哈弗 H6 热销因素
在 2011 年车市整体疲软的环境下，

SUV 市场依旧保持较快发展， 继续担当
中国汽车市场增长的中流砥柱。其中哈弗
SUV 表现尤其出彩， 再度蝉联中国 SUV
销量冠军，谱写出“九连冠”的传奇。

如今长城汽车发展成为中国自主品
牌的领军者， 其秘诀就在于坚守品质大
关。 长久以来，消费者对中国汽车的品质

不甚认同，自主品牌在外资、合资品牌两
座大山的夹击下发展道路维艰。为打破僵
局，长城汽车向着“专注、专业、专家” 的
方向发展，多年来坚持自主研发并取得累
累硕果，例如最新上市的哈弗 H6，被《汽
车族》评为“2012 年年度 SUV” ，在该项
大奖的十年评选中实现了自主品牌“零”
的突破。

业内专家指出，产品的销售初期依靠
产品自身品质，后期则需要服务和口碑的
支撑。随着 SUV市场的高速发展，消费者
的眼光也变得愈发挑剔。

哈弗 H6 是继哈弗 H3、H5 后的又一
力作，它在技术、品质、服务三个方面实现
了与国际标准全线接轨，构筑全方位的品
质保障体系。

卫生部专家回应激光治疗近视问题：
中西技术同步

眼睛是人体一个精细的部件，给眼睛做手术更是个精细
活儿。 日前，就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的激光治疗近视的安全
性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卫生部视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吕帆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已就这一
手术达成共识：二十年来临床实践表明，激光治疗近视是安
全和有效。 作为中国首位中美联合培养眼视光学博士，吕帆
说，中国和西方的技术是同步的。

目前，中国有 1000多家医院开展此项服务，其中爱尔眼
科作为国内唯一一家 IPO 上市的医疗机构， 目前已经完成
55 万例眼的准分子激光近视矫正手术， 手术量位居全国首
位。

爱尔眼科医院孙同教授告诉记者，作为全球唯一同时拥
有四款准分子设备的大型眼科连锁医院，爱尔眼科集团是中
国迄今为止拥有飞秒设备最多的一家医院，旗下共有有超过
44台准分子手术设备，23台飞秒，其激光治疗近视所用辅材
全部采用国际品牌，集团所有设备通过了 FSDA认证。

卫生部去年 8 月发布 《准分子激光角膜屈光手术质量
控制》的法规，规定从 2012年 2 月开始，医院实施 LASIK 等
手术都应遵守卫生部颁布的卫生行业标准。 据悉，爱尔眼科
每家连锁医院的手术医生均具备有万例手术以上的经验。

激光治疗近视经过近二十多年的发展，技术已经相当成
熟，本身不存在问题，选择医生、设备和有资质、经验丰富、对
手术质量严格控制的医院是关键。 孙同教授强调，患者在选
择医院做手术时， 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及有手术资格的医
生。激光治疗近视手术是必须有获得国家认证的准分子激光
近视手术资质的医生才可以开展的。

服务再升级 全程更无忧：
人保电话车险推出“零距离” 服务

为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2012 年以
来，保监会连续下发了《关于做好保险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 等一系列规
范性文件，从诸多方面对保险行业的服务
规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于此，近期人保电话车险率先提
出了“零距离” 客户服务理念，针对车主
关心的险企服务的便捷性、及时性和满意
度，从服务落地能力提升入手，让每一位
人保电话车险客户切实感受服务就在身
边,真正做到服务与车主“零距离” 。

“零距离” 服务理念将以打造“客户

满意度领先” 为目标，从“服务执行能力
领先” 和“服务客户体验领先” 两方面出
发，围绕“沟通零距离” 、“时间零距离” 、
“空间零距离” 三个方面阐释公司的服务
核心。 在沟通上，人保电话车险除进一步
提升 4001234567 客户服务中心扩容能力
外，还将通过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以及短信
服务等内容加以补充，充分实现客户意愿
的及时反馈，达到双向沟通的畅通；在服
务的及时性上，实现第一时间为客户提供
服务保障，确保及时、高效、快速的执行
力；同时依托人保服务网点全面覆盖的优
势， 充分发挥其一万多个分支机构的优
势，保证从中心城市到三、四级城市以及
乡镇区域的全面覆盖。

在具体服务落地方面，除现有常规服
务不断提升外，还针对目前客户最关心的

车辆故障难题提出了理赔服务的七项承
诺，将“零距离” 概念进一步落实。 其中，
“全国范围内故障车辆免费救援服务” 、
“电子查勘员服务” 、“异地出险、就地理
赔” 等几项服务，对跨区域流通车辆遇到
的难题从空间上给予了有效解决；“速递
理赔服务” 、“万元以下案件 1 小时通知
赔付” 等从时间上大大提高了故障解决
的效率；而“推荐 4S 店修理服务” 、“人
伤案件无忧服务” 等全面详尽的咨询提
供则显示出该公司服务的人性化关怀。

人保财险电子商务事业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零距离” 服务理念的付诸实施，
将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电话车险产品消费
者服务体系，简化客户服务流程，想车主
所想，为消费者提供更高标准的品牌化汽
车商业保险服务。

2012年，长城风骏皮卡稳中求进
进入 2012 年， 多家车企公布了今年

的销售目标，市场预期整体趋涨也反映出
车企对于今年车市的信心。去年保持较快
增长的长城汽车将 2012 年的销售目标定
为 60 万辆， 较 2011 年 40 万的累计销量
增幅超过了 30%，作为长城汽车三大支柱
之一， 风骏皮卡的销售贡献率在 2012 年
将更加显著。

2011年， 风骏皮卡以 12.17万辆的销
售业绩连续 14年获得皮卡行业销量冠军。
在今年长城汽车整体销售任务提升的情况
下，长城汽车对于皮卡市场充满期待。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新一代车型上市、国内二
三线市场的扩展以及海外出口潜力的挖掘
将成为风骏皮卡最关键的任务。

新一代车型寻求突破
以新车型寻求突破是皮卡市场一贯

的特点。 保持“稳打稳扎” 风格的风骏皮
卡在 2011年推出了风骏 2.5TCI车型。 该
车型在采用德国电控高压共轨技术的基
础上，通过加装中冷器，提高燃油率、降低
噪音、低温启动迅速，从根本上解决了柴
油皮卡噪音大、舒适性差的问题，为 2011

年风骏销量的提升助了一臂之力。
据透露，近期风骏皮卡又将推出一款

新车型。除了延续风骏皮卡在承载、节油、
耐用方面的优良品质之外，新车型在安全
升级上将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惊喜。未来
这款新车型的上市，无疑将抬高国内皮卡
车型在安全配置上的门槛，使其成为中国
新一代皮卡的新标准。

二三线市场需求放量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以及乡镇企业

的发展， 汽车市场下沉至二三线城市的趋
势越来越明显， 二三线市场将成为轿车、
SUV等众多厂商进行营销拓展的重点。 风

骏皮卡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几年，二三线
市场仍将是国内皮卡的重要市场。因此，除
了稳固已有市场外， 今年风骏皮卡将进一
步完善二三线车市的售后服务系统，把
“快递服务” 的售后服务模式普及至全国
市场； 进一步拓宽沿海地区的市场， 如浙
江、福建、广西等地，巩固西部市场等都将
成为风骏皮卡 2012年的重要任务。

海外出口潜力尚待挖掘
近几年， 随着汽车出口量的攀升，皮

卡在海外市场的发展也被看好。 其中长城
风骏皮卡在 2011年就累计出口 3.5万辆，
同比增长 36%，占到中国皮卡海外出口的
80%，目前其已出口到澳大利亚、意大利、
南非、 俄罗斯等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出
口量继续保持行业第一。

专家表示，在二三四级市场、中西部
地区乃至海外市场，皮卡需求仍处于增长
期，所以，今年皮卡市场将维持平稳增长。
但由于越来越多的车企向这些市场挺进，
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面对合资以及外
资品牌的挑战下， 风骏皮卡将力求实现
“稳中有进” ，不断突破。

探密逆市增长
东风日产打造创新“赢力量”

当温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 中将 2012 年国内生
产总值（GDP）增长目标调
低到 7.5%时，很多企业意识
到，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
刻到了。而在汽车市场普遍
唱衰的背景下，东风日产却
将全年销量目标锁定 100
万辆， 同比增长近 25%，增
幅大大高于行业 5%的增长
预测。

究竟是何种原因使东
风日产敢于向增长瓶颈挑
战，2012年 3月 9日， 中欧商学院组织能
力建设学习联盟一行 50 余名师生带着这
个疑问走进了东风日产，马可波罗、海信、
苏泊尔、中信基金、康乃馨织造这些来自
非汽车领域的大中型企业决策层们希望
通过真实的管理案例，剖析东风日产创新
成长的“赢力量” 。

2008 年，金融危机肆虐、车市整体低
迷，东风日产却是销量排行前十位乘用车
企业中唯一没有调整产销目标而完成任
务的企业；2011 年，日本地震、日元升值，
日系车在中国市场增幅仅为 1.33%，只有
东风日产以 22.3%的年增长一枝独秀，成
功实现淡市超车，跻身国内合资车企销量

排名第四，创造了中国汽车业神话。
如此辉煌业绩，在东风日产副总经理

任勇看来， 主要归功于创新。 任勇表示：
“从 1999 年风神时代的白手起家，到
2003年起步较晚的合资， 到 2008 年的金
融危机，再到去年的多种不利因素，东风
日产大幅增长的背后每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们只有不停地创新，通过创新实现资源
整合、流程再造、文化融合，才能最终实现
‘领先半步，步步为赢’ 。创新已融入东风
日产人的灵魂，它是东风日产最基本的发
展观，也是企业不断挑战最高目标、化不
可能为可能的赢力量。 ”

面对来自商学院的顶尖师生，东风日

产高管们把企业管理创新的方法论从体
系竞争力和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
解读，用实践经验讲述了如何不断将创造
性的思想转换为有用的产品、服务和流程
制度。

2012 年初， 东风日产又开始了以市
场营销总部大区管理体制变革为主的组
织体系调整，目的是为了以专营店、顾客
需求拉动， 让区域市场管理更贴近市场。
东风日产将原来只按职能进行划分的单
一维度，转变成：品牌轴、地区轴和职能轴
的三维管理体系。这不仅仅是对地区营销
系统进行改革，而是基于未来领先半步的
思维，对体系竞争力的一次全面提升。

中欧商学院高管学员们十分关心的
问题是， 东风日产作为一个中日合资公
司， 是如何达到企业文化整合和创新的。
对此，东风日产高管们坦言，在这个方面
公司经过了一个艰苦的历程， 才构建了
“领先半步、步步为赢” 的赢体制，形成了
“创新·融合”的赢文化。

据悉，中欧商学院组织能力建设学习
联盟师生在结束东风日产之旅后，还将赴
宝洁和 TCL 探讨人才管理之道和转型成
长的经验，通过萃取各行业标杆企业的管
理实践， 来探寻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之
路。

西铁城的科技美学
———全新光动能概念款女表亮相巴塞尔

2012 年 3 月 8 日， 全球知名腕表品牌西铁城携两款光
动能概念款女表 Eco-Drive� Luna 和 Eco-Drive� Nova 亮
相第 40届巴塞尔世界钟表珠宝博览会。 概念款新品不仅凭
借前所未有的“光呼吸” 的概念开启了光动能的全新时代，
更向业界及广大消费者传递了西铁城进一步拓展中高端女
表市场的信心。

今年展出的两款光动能概念女表，不仅能吸收任何可见
光源驱动腕表运转，还可由内至外发出光芒，时间和光的完
美交融跃然腕上。 随着每一秒时间的流逝 ， 环镶在
Eco-Drive� Luna 陶瓷表圈的 60 颗钻石将逐一亮起， 将这
款腕表映衬的宛如一轮满月。Eco-Drive� Nova采用了西铁
城独有的新型材料，自由舞动的“光” 犹如表盘上跳跃的精
灵，编织出流光溢彩的动人景象。 最终这些如繁星般耀眼的
光芒汇聚成两簇光束指针，时间的流动在此定格。 这不仅将
光动能技术与令人叹为观止的腕表设计融会贯通，也为西铁
城在未来一代女性腕表市场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疆域。

全新 CR- V定价
显露东风 Honda市场雄心

全新 CR-V 于 2 月 22 日上市后， 引起消费者再度追
捧，而其定价也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全新 CR-V整体价格
在 19.38 万—26.28 万之间，与老款车型定价基本保持不变，
取消手动挡，并降低了低配车型的定价。业内人士分析，全新
CR-V 总体持平、低配车型价格稍低的定价策略，显示其继
续称霸 SUV市场的雄心。

延承上一代车型的“五星＋” 安全基因，全新 CR-V 采
用 G-CON 安全设计概念打造的兼容性车身， 可大幅度降
低驾乘者和行人的受伤风险， 全车系标配主副驾安全气囊、
侧安全气囊和侧气帘， 并创新性采用非对称仪表台造型设
计，行车信息全部标示在最醒目处，实现驾驶者视线“零”转
移，实现对驾乘人员的全方位防护。

在传承老款车型领先的行业地位、优秀产品力、良好市
场口碑以及超五星安全的优势 DNA 基础上， 全新 CR-V
在产品外形设计、配置升级、安全性等诸多方面做了全方位
的提升，使得总体价值提升 10000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