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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售价10-15万元左右，有充足的内部空间，配备令人满
意高科技功能的经济型汽车基本是能在中国汽车市场成功的
车型。但现实还远不止如此简单。处在不同人生阶段、购车
时间不同的消费者有着不同的偏好。对于制造商和营销人员
而言，突破点在于强调驾驶辅助技术。”
– 过人，高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回答了以下问题:
•
•
•

互联网汽车制造商能走多远？
谁在推动
谁在推动SUV销售？
销售？
中国与外国汽车买家的差异有哪些？

“挑战与机遇并存”这句话贴切地形容了中国乘用车市场。政府对新能源汽车的激励补贴、互联网公司跨界造车带来的压
力、中国汽车购买者对SUV的高涨热情，以及对先进驾驶技术的一致兴趣共同造就了一个复杂的市场。
本报告将讨论上述问题，重点关注中国消费者的购车流程，并分析对汽车制造商和营销人员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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