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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资讯

2012年因中级车密集更新换
代，而被称为“中级车元年”。与之
相比，2013年的中级车市场没有了
激烈的对战和比拼，反倒生出些许
冷清。反而，中高级车和紧凑型车
市场却是异常火爆。

在中高级车市场，东风日产因
推出新世代天籁而进入“天籁时
间”，通用别克新君越、新君威双双
亮相也是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紧
凑型车市场，有“老三样”之称的大
众捷达也重新回炉上市，更是激起
了轩然之波。对于车企而言，有战
略支撑地位的中级车却波澜不惊，
不免让人生疑，一向不甘于寂寞的
中级车市今年将以何种姿态应战？

价格战大势已去
价值战升至主流

经历了2012年的火爆投放，
中级车市上的车型越来越丰富，
每款都有让人心动之处。 面对诸
多有竞争力的车型， 部分车企却
在销售终端通过花样百出的促销
活动， 悄悄地拉低了中级车的价
格。卡罗拉、朗逸等老车型的优惠
幅度在加大， 销售势头正劲的新
朗动、新宝来、K3等车型的价格也
不断翻新， 中级车市场的价格战
好像将不可避免。

对此，专家指出，虽然中国车
市处于微增长态势，但处于市场中
间位置、容量最大的中级车市场会
依然保持旺盛的消费势头，同时随
着消费者的理性和成熟，价格战已
经不再能给车企带来更多的竞争

优势。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更注
重车型为他们带来的价值感，包括
驾乘体验、油耗低、经济、环保以及
情感满足等多方面的综合感受，而
不仅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考虑。

这也是新一代轩逸、新速腾等
主流车型不受价格战影响的根本
原因。 这些车型洞悉消费者需求，
在更新换代时已进行了技术、服
务、品牌、营销等多个方面的焕新
升级， 而上市价格也一步到位，所
以在一段时间内依然保有强大的
竞争力。

如新一代轩逸上市时11.9万
-16.9万元的官方定价， 曾引发了
不小的震动。作为日产全球的战略
车型， 新一代轩逸是以天籁为参
考，投入大量天籁级别的研发资源
和产品技术，以十大产品亮点打造
出具有“高、富、帅”越级产品力的
“史上最强中级车”。但东风日产并
没有因此就制定过高的溢价，相反
每款车型的价格相比竞品都有几

千元甚至过万元的价差，它带来的
是高级车的享受，中级车的价格。

无独有偶，同样于去年换代上
市的新速腾，外观更新，后排空间
加大，配置升级。在新速腾上市时，
一汽-大众就摆出了不玩价格战
的姿态，所以新速腾价格能够继续
坚挺，消费者为之埋单并非“技术
过剩”，而是更多的实用性。

新一代轩逸、新速腾务实的定
价做法，显然也让它们赢得了中国
消费者的心。数据显示，新轩逸今
年1月销量为24759台， 环比增长
33%， 上市半年销量超过10万台，
占据了中级车市场的领军位置。而
近2.5万台的月销量不仅刷新了轩
逸车型的历史销量纪录，更让东风
日产再度掌握住了中级家轿市场
话语权。 新速腾也一直受到热捧，
与新一代轩逸一起领跑中级车市。

仔细对比分析那些降价车型
和以新一代轩逸为代表的主流车
型，不难发现，没有让消费者感受

到显著变化的车型， 最终市场价
格也都“原形毕露”，而给消费者
带来更多价值的主流车型， 正在
引领中级车车市从“价格战”走向
“价值战”。

产品力注重增值
品牌力追求全面

新进车型增多，消费者的成熟
理性，推动着中级车市场向全面满
足消费者价值升级演变。在新一代
轩逸等主流车型引导下，中级车市
场已步入“价值战”阶段，但还需逐
步发展和完善。对于大部分消费者
而言，他们对自身需求的把握并不
十分清晰。这就需要车企发掘潜在
消费需求，从产品、品牌、服务上进
行全面完善， 引导消费需求向健
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以价值取胜市场，车企首要做
的就是提升产品力，从根本上满足
消费者对一辆车的全面要求。而面
对中级车市这样一个发展最为成
熟的市场，产品力的提升又是一个
老生常谈的话题， 因为早在几年
前，轩逸、速腾、卡罗拉等主流车型
的产品力就已不相上下，在这种情
况下，“越级”就成为领军车企不约
而同的选择。

作为“越级”的典范，新一代轩
逸全车多处以天籁品质为参考，并
大量运用中高级车技术。 例如，能
够带来天籁般乘坐感受的Mul-
ti-Layer仿生学座椅， 实现6.2L百
公里油耗的Pure�Drive纯净动力系
统 、Eco� Drive 节 能 驾 驶 助 手 ，

2700mm同级最长轴距，680mm豪
华后排空间，980Mpa核潜艇级超
强钢、 多通道式Zone�Body区域
车身，全面超越同级、超越消费
者期待。

另外，中级车消费者十分重视
家庭，他们希望爱车能够为家人带
来“越级款待”。对此，新一代轩逸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家庭营销，保
持了极高的品牌美誉度和偏爱
度。“爱家轩言 心动逸刻”大型活
动的开展， 不仅为消费者构建了
沟通交流、表达情感的平台，还使
家的观念深深植根于消费者心
中，引导中级车市朝着健康、积极
的方向发展。

不仅如此，东风日产在服务上
的重举还为新一代轩逸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东风日产在行业内首
次发布“安全保障承诺”和“品质无
忧承诺”，为消费者创造价值、打消
顾虑，带来安心、无忧的汽车生活
体验。 而新一代轩逸保修期为3年
/10万公里， 新车1个月/1000公里
进行首次保养，首保免费，也让消
费者大大降低了用车成本，为他们
带来既省钱又省心的用车生活。

显然，表面争斗渐缓的中级车
市，在新一代轩逸、新速腾等主流
车型的带领下，渐渐进入了拼内力
的阶段。虽然2013年国内汽车市场
增速放缓，但处于中间段的、最为
庞大的中级车市场却保持着稳步
上升的态势， 竞争无疑会更加激
烈，谁将通过全面的比拼最终在中
级车市称王？让我们拭目以待。

争斗渐缓，中级车市会否甘于寂寞？

“价格之战”终究会是“伤不起”
环顾两厢车市， 发生此次价

格调整并不突然。 在去年新福克
斯上市的同时， 长安福特已经在
价格上动起了脑筋。一方面，将老
款福克斯改称为“经典福克斯”，
与新福克斯同堂销售， 兼顾高低
端市场；另一方面，给经典福克斯
定出了超低的“地板价”，令其下
探进入国产品牌密集的10万元以
下区间。此次，新福克斯的降价更
是“来势汹汹”，幅度甚至超过了
经典款。与之相比，虽然高尔夫6
在降价幅度上没有如此惊人的
“大手笔”，但是各方在价格上“角
力”的格局已经显露无疑。

进入2013年，中级两厢车“攻

防”两个层面的形势变化，让中级
两厢车再度硝烟弥漫。 在如此敏
感的格局中， 我们也不难嗅出一
丝“价格战”的硝烟之味。

一是“天时” 之利， 不可不
“攻”。今年4月，全球瞩目的上海
车展即将拉开帷幕， 必将掀起一
波销售热潮。因此，各大厂商都希
望在上海车展前夕， 尽量扩大市
场份额， 以迎接即将到来的销售
旺季。

二是强手林立，不得不“防”。
随着消费者观念的不断进步，原
本小众的两厢车日渐受到年轻时
尚消费者的追捧，福克斯、TIIDA、
高尔夫等精品车型的相继入市，
让两厢车市场的竞争也已经进入
“白热化”。 尤其是进入2013年，
TIIDA车型累计销量破百万的惊
人业绩， 更是让众多竞争对手感
到“压力山大”，被迫祭出“价格”
这一法宝。

对于“价格战”的利弊，很多
市场专家都做出过深入的分析。
一方面，虽然通过“价格战”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销量，但是“价

格战”必然伴随着“宣传战”，大量
广告宣传的投入会显著增加企业
成本， 最终也并不一定能提高厂
商的利润；另一方面，“价格战”针
对的是新用户， 老用户无法享受
相关优惠，相应的利益受到伤害，
会严重影响老客户的品牌忠诚
度， 同时也会让消费者无法判断
产品的合理成本， 容易对厂商的
诚信形成质疑， 最终对企业品牌
的形象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负面
影响。

可以说，“打价格战有术，也
有效，然而有限”，终究只能是“伤
不起”的下下之策。

好产品是根本 优服务留人心
事实上，随着消费者的不断

成熟， 近年来中级两厢车的消
费观念也日趋理性， 价格已经
不再是决定消费者购买与否的
最主要因素，“价格战” 的效果
正在不断打折扣。 如今消费者
需要的不仅是合理的价格，更
看中车型品质以及背后的服务
等附加价值。

提到产品品质， 新福克斯、
高尔夫6、新一代TIIDA这三款当
前国内两厢车市场上的重量级
选手可谓各有长处。

新福克斯作为这三款车中
上市时间最晚的车型，采用犀利
的造型，同时在以往遭受诟病的
动力总成上进行了升级，搭载了
双离合变速器、和新的直列四缸
发动机等技术，对喜欢“厚重”风
格的消费者来说很有吸引力；高
尔夫6虽然外形如今已经有些审
美疲劳，但依靠“原汁原味”的卖
点，还是收获了不少粉丝。

尽管消费者对两厢车的需
求日趋多元化、个性化，但对产
品仍然存在着像大空间、 低油
耗、高舒适度等共性需求。而在
这些方面， 新一代TIIDA一直都
领先同级。与新福克斯、高尔夫6
偏向操控、硬朗的“个性”不同，
新一代TIIDA在外观、 空间、动
力、 油耗等各方面都有均衡、强
大的实力。

在外形上， 新一代TIIDA采
用宽大低重心的车身布局，辅以
烟熏镀铬前后大灯、动感十足的
蜂窝状格栅、 流畅的双腰线，即
时现在仍然散发着强烈动感时
尚的潮流气质；出色的空间设计
理念让新一代TIIDA在不到 4.3
米的车身拥有了2700mm的超长
轴 距 ， 不 仅 远 超 高 尔 夫 6 的
2578mm， 甚至比新福克斯还多
52mm，打造出奢侈的车内空间；
全新智能XTRONIC� CVT无级
变速器与双离合变速器相比，技
术更成熟、稳定，动力输出更加
平顺，同时将整车油耗降到了惊

人的6.2L/百公里。
除了外形 、空间、油耗方面

的优势， 新一代TIIDA在安全性
上也同样表现出色。凭借总分47
分、 加分项满分的优异成绩，新
一代TIIDA一举赢得C-NCAP碰
撞测试五星级安全认证，并力压
新福克斯、高尔夫6，成为在此项
测试中得分最高的中级两厢车，
完胜同级车型。

在售后服务方面， 高尔夫6
“两年/六万公里”的保修政策已
经落伍。新福克斯“三年/十万公
里”的保修政策虽然达到了与新
一代TIIDA相同的层次， 但东风
日产推出的“品质无忧承诺”，则
让其有了令对手无可比拟的竞
争优势。购买新车，在特定的品
质问题范围内，可享受7天包换。
这一承诺开创业界先河，而且流
程设定便捷高效，为消费者带来
切实保障的同时又省时省力，切
实免除了消费者购车的后顾之
忧，极大地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新一代TIIDA正是凭借“全
面均衡”的表现，赢得了业界好
评和消费者的喜爱， 真正实现
“叫好又叫座”。作为技高一筹的
“两厢车王”， 新一代TIIDA对在
“价格鏖战” 中杀出重围自然是
把握十足。

大打“价格战”，即使换来一
时销量的提升，也是“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的“惨胜”，而专注于
产品品质、服务质量之争的“价
值战”，才会推动市场的发展，更
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好的用车生
活，而在这方面，新一代TIIDA又
一次领先一步。

两厢车市“硝烟”再起
“好产品+优服务”才是“取胜之匙”

最近，很多关注两厢车
市场行情的朋友已经注意
到，中级两厢车的降价幅度
正在逐渐加大。尤其是作为
两厢车市场备受关注的“重
量级选手”， 长安福特新福
克斯和经典福克斯同时传
出降价的消息，新福克斯降
价幅度甚至超过了经典款。

降价对即将购车的消
费者是个利好消息，但也有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仅靠价
格上的博弈，或许能够在短
期内对销量有一定促进作
用， 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只有致力于提升产品、服务
的竞争力，才是最终的“取
胜之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