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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铃木衰落进行时：骁途“新瓶装旧酒”？
的节奏一样， 长安铃木的中方负责
人也走马灯似地在变化。
在锋驭上市的时候， 长安铃木

长安铃木曾一度是中国车市中的明星

的常务副总经理还是邢钢。

企业，那一款奥拓，给多少消费者留下了难

在启悦上市的时候， 长安铃木

以忘记的回忆。

的常务副总经理变成了蔡勇。
2015 年 5 月，况锦文就接替了

然而，时至今日，又有多少消费者还在

蔡勇成了长安铃木新任常务副总经

惦记着那个奥拓？ 长安铃木的市场影响力，

理。

还剩下几何？

在邢钢时代，虽然并未正式对
外公布什么战略、策划，但随着长

回顾长安铃木的发展史，可以清晰地发

安铃木进入稳定的产品更新节奏，

现，它的没落不是没有原因：骨子里头的忽

他对于长安铃木的发展必定有自
己的打算。 等到蔡勇担任长安铃木

视，或许是对自己最大的惩罚，不主动适应
中国市场新环境，是最大的短视。

常务副总经理的时候，就迅速提出
了“1855”战略，以及心赢道战略，

即使其最新产品骁途的推出，也在许多

指挥长安铃木向着年销量 50 万辆
的目标前进。 等到况锦文上位的时

人眼里成了“换汤不换药”的玩意。 长安铃木
指望它“东山再起”，有点悬。

候，蔡勇时代留下战略就统统不提
了。
一位接近长安铃木的消息人
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况锦
资料图片

文认为长安铃木在品牌上太老太
过时，难以引起年轻人注意，所以

一向“沉默”的长安铃木终于发
出了声音。

如果非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
释， 那只能是铃木汽车根本就不重
视中国市场和中国的消费者。 也正
是这种“无视”的态度，让没有新车
的长安铃木慢慢地消失在消费者的

年至少向中国市场推出一款到两款
全新的产品。 ”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 长安铃木
对中国市场的发展节奏踩得还算精
准，正好赶上了 SUV 市场发展的大

遍街道很窄，停车不方便，通行比较
困难，那么铃木车‘小’的优势是有
的。 而中国城市的街道普遍很宽，
低价位的车主要消费在低线级城
市， 低线级城市恰恰城市道路都较

在推出新车型的时候，要推动品牌
转变。 ”
以维特拉上市为中心，2016 年
长安铃木提 出 了 “2016 激 Young
计划”战略，围绕品牌、产品、营销、

7 月 31 日，长安铃木在大本营
重庆上市了一款新 SUV——
—骁途，
售价在 9.98 万-15.98 万元。 如果从
2013 年 12 月 23 日上市的锋驭算
起， 骁途应该是长安铃木在 4 年间

视野和选择中， 长安铃木的品牌形
象也在消费者心中逐渐褪色。
就在长安铃木无视中国市场和
中国消费者的时候， 中国的国民经
济规模和居民的收入水平则是出现

潮。
但是， 一向对产品质量极具信
心的长安铃木在着急中还是出现了
小错误，锋驭在上市不久后，就被众
多车主指出该车存在 “共振问题”，

宽，硬件很好，停车方便。 那么，其
消费偏好很简单，就是大、有面子、
有成就感。 ”
而随着 85 后、90 后消费势力
的崛起， 他们对车型提出了不一样

渠道、服务五大方面发力。 在营销
方面，长安铃木将通过举办一系列
活动展开， 况锦文在去年 4 月表
示：“我们会举行以音乐为主题的
活动，用音乐来和我们的消费者交

推出的第四款新车。
但是， 与大多数新车上市发布
会不同，骁途在上市价格发布后，就

了大幅增长， 钱包鼓起来的消费者
也从原来的满足出行需要上升到享
受需要、面子需要，在买车的时候也

即在行驶时， 发动机舱及车体会随
之震动，车速越快，震动的频率也就
越高。 而长安铃木对于这个问题的

的要求。 来自咨询公司尼尔森的分
析报告《2017 年新生代汽车消费者
大数据洞察》显示，新生代的汽车消

流。 新的视觉系统，把它年轻化，时
尚化，这也是一种改变，年轻化的
改变。 ”

不被业内人士看好， 甚至有市场分
析师发出了 “骁途月均不过 2000

把目光瞄向了中大型、豪华型产品，
对于长安铃木生产的那些小型车、

态度起初则是极力否认， 并没有打
算解决。虽然锋驭本身性价比极高，

费者对于外观造型设计的关注度，
要远远高于配置、各类参数、排量、

可是， 长安铃木变来变去的结
果就是， 今年上半年销量同比下滑

辆”的评论，随之而来的则是众多对
整个长安铃木合资公司未来不看好

微型车渐渐地有些看不上。 而且，
越来越多的人买得起车。

但是随着该事件被渲染、扩散，不少
车主打消了购买锋驭的打算。

轴距等。
反观自主品牌， 诸如广汽传祺

20.1%。
今年年初， 长安铃木官方还宣

与此同时， 大众汽车、 丰田汽

在锋驭上市最初的一年周期，

的 GS4、GS8，吉利的博瑞、博越，荣

布旗下启悦车型进行降价销售，试

国际金融报记者 ｜ 张力克 吴婧

的言论。

车、通用汽车、现代汽车等车企则是

个别月份的销量还能超过 3000 辆，

威的 RX5，都靠着出色的内外观设

图用降价的方法刺激市场， 其最低

衰落进行时

加大对中国市场的产品投放力度，
唯恐落后于人， 力图攫取每一点可

甚至是达到 5000 辆。 但在 2015 年
之后， 锋驭的销量就在快速下滑。

计，成为了市场中的“爆款”产品。
来自全国乘联会的销量数字显示，6

配车型官方就降价 9000 元，其余车
型降价 8000 元。 但到今年 6 月份，

长安铃木似乎正一步步走向不
被大家看好的境地。

能的市场。 随着市场上车型的款式
越来越丰富，产量越来越高，消费者

到今年 6 月份， 长安铃木在报给全
国乘联会的数据中，锋驭的产量已

月 份 传 祺 GS4 的 月 销 量 为 31365
辆。 仅这一款产品一个月的销量，

启悦这款车型的月销量只有 1307
辆，同比下降 24.8%，丝毫没有因降

数据或许是最好的佐证。
来自全国乘联会的销量数据显

的选择也就越来越多， 长安铃木及
其产品在市场中更是没有存在感。

为零，这意味着锋驭已正式停产。
2014 年 12 月 23 日，长安铃木

就接近长安铃木所有车型 6 月份销
量的 4 倍。 毫不夸张地说， 至少在

价带来销量增长。

示，今年 1-6 月份长安铃木累计销
量为 45748 辆，同比下降 20.1%。 要
知道，为了助推销量，在过去三年长

来自中汽协的数据显示，2008
年全国汽车销量为 938.05 万辆，而
2014 年全国汽车销量为 2349.19 万

如约向市场中推出了一款轿车启
悦， 并面向份额最大的细分市场 A
级车市场。 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

当下，传祺、吉利、荣威等自主品牌
在设计上是碾压长安铃木这个合资
车企的。

安铃木可是上市了 3 款全新车型，
再加上奥拓、羚羊、雨燕、天语，长安
铃木当前在售的车型达到了 8 款。
对于任何一家车企而言， 这都

辆。 仅仅 6 年时间， 中国汽车市场
的销量就翻了 2.5 倍。 但是，长安铃
木非但没有抓住机会扩大在中国市
场的份额和影响力， 反而在加速损
耗其品牌实力。

这是一辆很不错的轿车，并罕见地
在这一价位配置了刹车辅助、 牵引
力控制、动态稳定、6 个安全气囊等
驾驶辅助和安全配置。
令人惋惜的是， 启悦当前在市

当然，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长安
铃木的品牌形象早就在多年前被自
身糟践掉了。
《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全国多个
城市的汽车大市场走访中， 不少车

是一个很大的产品序列。 但是，这
样庞大的产品阵线却没有起到应有
的市场效果。
长安铃木的发展史就像一本标
准的 MBA 教材， 完整书写了一个
合资品牌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案例。

无视导致品牌褪色
其实，长安铃木走到今天，不重
视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是重要原因。
将长安铃木的时间线拉回到
2008 年，彼时长安铃木在中国市场
就已经呈现出迟缓的状态，消费者、
经销商都已对长安铃木长期没有新
产品投放的状态有着抱怨之声。 犹
记得长安铃木当时的副总经理宫崎
贵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以前
长安铃木在新品投放上稍显迟缓。
我们今后应该不会出现这方面的失
误， 兑现每年投放一款全球车型的
承诺，逐渐完善产品体系。 ”
说干就干！ 2009 年 9 月 16 日，
长安铃木上市了新一代奥拓汽车，
这距离该公司上一款新车已经过去
了两年半时间。
奥拓曾是中国消费者非常熟悉
的小型车， 很多人拥有的第一辆汽
车就是奥拓， 当时许多消费者听到
奥拓要换代的消息后，激动得热泪
盈眶。 因为他们很清楚， 上一代奥
拓自 1994 年在长安铃木国产后，整
整销售了 14 年， 其间并无大的改
动。 为了买到全新一代奥拓， 他们
等了十余年。
可是，长安铃木放出去的“每年
投放一款全球车型的承诺”，到奥拓
上市后就又停止了， 长安铃木重新
回归无新产品投放的日子。

骁途，新瓶装旧酒？
现在， 长安铃木试图通过骁途
来扭转不利局面，然而，这似乎注定
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因为在许多业
内人士看来， 骁途其实是锋驭的改
良款，是一种换汤不换药之举，命运
或许会和锋驭相似。

2011 年 9 月，铃木汽车社长铃

场中的月销量不超过 2000 辆，而比

主对《国际金融报》记者提出的“为

此次骁途共推出 7 款车型，售价

木修到中国重庆会见合作伙伴长安
汽车董事长徐留平。 徐留平要求铃

启悦晚 3 天上市的竞争对手、 长安
福特旗下的福睿斯月销量一度能达

什么不买长安铃木的产品”感到奇
怪。 他们的解释很简单，就是“觉得

区间为 9.98 万元至 15.98 万元。 为了

木汽车加快向中国导入全新车型，
而铃木修则希望长安汽车赶快整合
长安铃木和昌河铃木， 能让铃木汽
车空出一个名额与另一家中国车企
合资，并用新产品来拿捏长安汽车。

到 3 万辆。 从配置上而言， 启悦要
比福睿斯实在得多。
而在 2015 年底上市的维特拉，
具有铃木汽车维特拉家族的纯正血
统， 在上市之前就已经在国内聚集

长安铃木的牌子太差， 买了感觉丢
份儿（没面子）”。
甚至， 不少消费者已意识到自
主品牌正在崛起， 自主品牌产品的
造型、动力、工艺都很不错，性价比

为了各自的利益， 这次谈判最
终的结果是没有结果。 而在两家母
公司的斗争中， 长安铃木自身也陷
入了无谓的内耗。

了大量粉丝。 而且， 长安铃木官方
也对这款车型寄予厚望。 可是，在
今年上半年， 维特拉的销量只有
14474 辆 ， 比 去 年 同 期 还 少 了
29.6%。
至此， 长安铃木在过去几年专
为中国市场推出的全新车型， 基本
都已宣告失败。

也相当高。 他们宁可去买自主品牌
的产品， 也不愿去买这等被边缘化
的合资品牌的产品。
这对长安铃木来说， 是一个极
其危险的信号， 长安铃木不仅被其
他强势的合资品牌排斥到边缘地
带， 其生存空间也正面临自主品牌
的挤压。
此外，《国际金融报》 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 长安铃木渠道也有很大
问题：一方面是因为长安铃木的产

款款产品都无力
因为 2009 年上市的全新一代
奥拓很有竞争力， 在随后没有新产
品投放的年月，长安铃木的销量仍
然在增长。 但是这种增势到 2011
年就达到了顶峰，当年销量为 22 万
辆，而 2012 年就只有 17 万辆。
同样是在 2012 年底，铃木汽车
宣布停止在美国市场销售新车。 在
退出美国市场之后， 铃木汽车可以
依靠的市场就只有日本本土市场、
印度市场、东南亚市场以及还有微
弱存在感的中国市场。 铃木汽车的
生存空间大幅减少。

设计、品牌、服务三大硬伤
如果再仔细梳理锋驭、启悦、维
特拉这三款产品的特色， 以及长安
铃木近年来的发展脉络， 会发现更
多有趣的问题。
在产品方面，锋驭、启悦和维特
拉这三款产品共同的优点是： 整车
质量还算不错，配置相当实在，价格
适中；而他们共同的问题则是：这三
款车型的设计感极差，颜值不行，而
且都特别小。 这背后其实反映出长
安铃木根本就没对中国市场和消费

正是这种危机感， 让铃木汽车
重新认识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2013 年 12 月 23 日，长安铃木
在云南昆明上市了一款全新 SUV
锋驭。 彼时， 长安铃木常务副总经
理邢钢在舞台上难掩内心激动之

者进行深入研究， 只是皮毛式地看
到 SUV 市场火热，那就多赶紧上马
SUV 产品。
一位专注汽车行业的券商分析

情，毕竟在锋驭上市之前，长安铃木
已经有 4 年时间没在中国市场推出
新产品了。 并且， 邢钢再次表示：
“我们长安铃木承诺，从明年起将每

师告诉记者，“一般来说， 中国人买
车更在意造型、品牌、大。长安铃木，
品牌不行。 铃木这个品牌， 是符合
日本本土消费习惯的， 因为日本普

品得不到市场认可， 经销商产品卖
不动，在终端市场承担着大量损失，
一部分经销商不得不选择退网。 另
一方面则是体现在经销商的业务能
力上， 虽然长安铃木每年都会举办
销售服务技能大赛， 但一位车主告
诉《国际金融报》记者：“长安铃木经
销商水平良莠不齐，有些 4S 店的修
理能力还不如某些路边店。 ”
前述券商分析师告诉 《国际金
融报》 记者：“长安铃木必须要把现
有售后体系和服务水平推倒重建。
否则消费者其实是花了合资的钱却
买到三线自主品牌的售后水平和二
线自主品牌的溢价。 ”

高层变动如流水
近几年， 与长安铃木更新产品

推广该产品， 铃木不可谓不给力：自
8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购骁途即享
24 期零利率（最高贷款 8 万元）。
按照长安铃木官方的说法，“骁
途作为长安铃木 2017 年推出的全
新车型， 是一款专为年轻家庭人群
量身打造的实力派都市 SUV……”
重点在“全新车型”。
但是， 将骁途和长安铃木之前
推出的锋驭对比一下， 消费者肯定
会有“全新的认识”。 除了外形不一
样（其实，只有前脸差距较大，车身
侧面都有很高的相似度）以外，在尺
寸方面，两款车型的长、宽、轴距的
数据一模一样； 在轮胎方面轮圈设
计不一样外， 采用的都是优科豪马
ADVAN E70 206/60 R16 轮 胎 ； 在
内饰设计上，二者风格趋于一致，骁
途要更为精致；在动力总成上，二者
采用的也是相同的发动机和变速
箱；在悬挂上也是一致……
换句话说， 骁途就是之前的锋
驭，更精确一点来说，骁途是锋驭中
期改款车型， 只不过长安铃木重新
设计了外形和内饰，改了一个名字，
顺便把锋驭停产了。
与之前的锋驭相比，骁途所面临
的内外形势其实同样严峻。 单从产品
上来讲，骁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改
了一个比之前好一点的造型，但对比
其他合资车型和主流自主品牌，骁途
的颜值仍然称不上高。 当然，这个判
断具有很大的主观性。
但是放在市场中， 骁途的竞争
优势并不明显， 唯一能依靠的就是
现在长安铃木的操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