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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年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我国当前正

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 在新形势

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紧跟社会管理的步伐，围绕

社会发展的热点和焦点采取相应的责

任行动。

当前，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日益成

为一个潮流， 也涌现了一批与时俱进

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 广汽丰田就是

一个重要代表之一。 不仅为客户提供

产品和服务， 广汽丰田还一早提出了

企业的公益战略， 将创新思想和时代

需求融入其中， 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

社会的关怀。

“尝试错误”

开启创新安全教育

汽车安全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

泛重视。今年

5

月，广汽丰田举办了一

场别开声面的交通安全体验活动，吸

引了上万名观众参加。

在现场， 可以看到绑沙袋拄拐杖

的参与者正在老年人行动专区体验，

还有参与者带着专业眼镜在儿童视野

专区体验。诸如此类，广汽丰田摒弃了

传统方式，将真切的体验融入活动中，

为安全教育注入了创新的因子。 针对

近年来时有发生的醉驾问题， 广汽丰

田专门设立了“醉酒体验区”。 现场会

提供一副特殊的眼镜， 只要戴上即可

让你拥有“醉意”，不少人都走不了直

线。 这个体验项目提醒人们“醉酒”后

连自己的身体都驾驭不了， 更不能驾

驶汽车。在这种体验模式下，各区域都

引发了人们不少醒悟和反思。

“我们不仅让人尝试正确的事物，

也让人去‘尝试错误’，并且使人逐渐

改正错误。”广汽丰田副总经理王宣礼

表示。 “尝试错误”让人们真正了解其

害，增加深刻的认识，教育效果更佳。

实际上， 广汽丰田一直坚守真正

的道路安全需要汽车、人、交通环境三

者的协同作用的安全理念， 认为交通

安全治理需要以汽车产品为基础，努

力提高人的意识，不断改善交通环境，

才能构建和谐守序的汽车社会 。 从

2006

年投产第一款车型凯美瑞开始，

广汽丰田稳扎稳打致力于汽车产品安

全，打造了业内首个“五星安全之家”。

2008

年，广汽丰田开始投身安全公益

事业， 次年便成为中国汽车安全行动

组织成员单位， 持续参加全国安全巡

展活动，宣传汽车安全知识。

环保先行

持之以恒践行公益

除了立足于汽车行业本身的安全

教育， 广汽丰田也关注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环境需求，早在

2007

年就开始在

环保方面践行公益。

今年

4

月及

6

月， 广汽丰田举办

了第五届植树造林和增殖放流活动。

放流鱼苗的现场， 一位小朋友将一些

鱼苗掉落到观海平台上。 几位市民赶

紧上前， 与小朋友一起将这些遗落的

鱼送入水中。在放流滑道的附近，也会

发现不少广汽丰田员工和市民在做同

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其他人也自发的

清理活动中的塑料袋、捆绳、橡皮筋等

物品。从参与的人群来看，不少市民是

多次前来， 更有人带着家人朋友来参

加。

在植树造林活动中， 这样的事例

也很常见， 参与者协同行动， 共植树

苗，贡献新绿。 此外，广汽丰田还在黄

山鲁森林公园设立了“樱花径”，将种

满樱花树苗，待花开时供游人欣赏。为

了发扬“感恩戴德，饮水思源”的企业

精神， 广汽丰田将这两项活动统称为

“饮水思源”环保行动。截至今年，广汽

丰田在黄山鲁森林公园和凤凰山公园

种植了樱花、 木棉、 香樟和秋枫等树

苗，共计

2400

余棵；而增殖放流活动

共放养鱼苗逾

840

万尾， 使得南沙区

的渔业资源增产约

800

吨， 渔民捕捞

量增加

30%

。

在社会不断变化发展的新形势

下，可以看到，凭借创新和时代性的注

入， 广汽丰田的公益项目已经覆盖到

环保、公益、安全以及慈善扶贫等，形

成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公益体系， 持续

为社会提供爱与关怀。

据介绍，今年下半年，广汽丰田将

开展“阳光博爱”系列教育活动。 该项

目从阳光博爱小学、阳光博爱助学金、

试制车捐赠三个角度， 分别为贫困地

区的低龄教育、高等院校贫困生、高等

汽车院校及职业汽车院校的学子提供

不同的帮助。此外，广汽丰田还将展开

径中村公益帮扶工作， 主要会在该村

基础建设和教育等方面作出努力。

品味雄狮王者

———东风标致 508湖南品鉴会优雅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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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广汽丰田华运丰四方店为

庆贺店庆五周年， 感谢广大新老客户

的长久支持和厚爱， 特针对双料冠军

品质的凯美瑞开展了“凯美瑞逢

5

进

1

尊崇特卖会”。 此次特卖会采取阶梯式

的参与优惠方式，即参与人数越多，可

享受的优惠也就越大。 现第一波和第

二波凯美瑞特卖会已圆满落幕， 第三

波凯美瑞特卖会正火热招募中。

活动当天， 现场客户既可享受优

雅的琴声，品尝清新的果盘，又可以向

销售顾问详细了解凯美瑞。 许多前期

报名的客户都按捺着心中的期待，希

望活动能第一时间公布关于凯美瑞逢

5

进

1

的最新价格， 其中的张先生就

表示“我看上凯美瑞已经很久了，也去

各家店都看过，听说华运丰有“逢

5

进

1

”的活动就过来报名了，如果今天价

格优惠就会出手了。 ”

第一波和第二波凯美瑞特卖会

上，最大的让利幅度，最令人砰然心动

的优惠价， 让参与逢

5

进

1

特卖会的

华运丰客户着实爽了一把， 既收紧了

自己的钱包， 又买到了心仪已久的爱

车。 张先生更是高兴地表示：“这个价

格已超出了我的期待，这不，我立马就

下了订单，希望能尽快提车！ ”。

2010

年国家质检总局主管的权

威刊物《产品可靠性报告》发表了国内

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一次中高级轿车

的可靠性调查报告———《中高级轿车

可靠性调查完整报告》，而广汽丰田凯

美瑞以低故障率

131

分、 车主综合评

价

92

分勇夺双料冠军，并荣获中国级

轿车质量水平总体评价第一名。 相信

广汽丰田凯美瑞尊贵的内在品质和良

好的车主口碑一定能成为陪您一路驰

骋的好伙伴。

如果你还在感慨错过了第一波入

手凯美瑞的好机会， 那就赶紧到华运

丰四方店报名参与第二波 “凯美瑞逢

5

进

1

尊崇特卖会”吧！ 更多优惠惊

喜，详情敬请咨询华运丰四方店，联系

电话

0731-8288 6688

。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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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夏七月， 东风标致

508

的上

市聚集了汽车行业的所有目光，首

批推出的

2.0L

和

2.3L

两种排量共

有

4

款车型，售价

16.97

万至

22.97

万元。

随着东风标致

508

的上市，全

国各地迎来了新的一轮品鉴风波。

7

月

23

日，“东风标致

508

湖南品鉴

会” 在长沙威尼斯假日酒店隆重进

行。 作为一款超越同级的旗舰中高

级轿车， 东风标致

508

以优雅中蕴

含力量的设计风格、 方寸间掌握格

局的性能科技、 平稳中沉着进取的

驾乘享受， 毅然打破了中高级轿车

的奢华极限，为用户带来极度豪华、

尽在掌控的尊享驾乘体验。

外观上，源自北欧简洁、纯净的

设计灵感， 融合标致超过百年的严

谨造车理念和现代高科技工艺，使

东风标致

508

无处不闪亮出平衡和

谐之美。 在内外部设计理念和谐统

一的基础上， 东风标致

508

特别配

备了超越同级且极富人性关怀的高

端装备， 让每一位驾乘者都能拥有

尊贵的驾乘体验。 为满足中高级车

型市场的主流需求， 东风标致

508

以

2.3L

匹配全新

Tiptronic 6

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2.0L

匹配

5

速手动

变速箱的黄金搭配， 将高效发动机

性能实现了最大化释放。

据了解，东风标致

508

自

10

日

上市以来，一直未正式开始销售，只

是接受网上和到店预定， 在品鉴会

现场，湖南区域首位

508

车主，在众

人的掌声和艳羡中领走了第一把东

风标致

508

的钥匙， 成为第一位东

风标致

508

的拥有者。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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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中国车市整体

增速放缓进入调整期，根据最新的

《中国汽车消费趋势报告》，用车结

构已呈现出增换购大幅提升的趋

势。 主导这一趋势的消费群体，在

购车时对产品品质、 品牌信誉、产

品空间 、安全性 、动力等因素更为

关注。 这种消费需求的转变，将为

在上述特征中有竞争优势的车型

带来广阔的市场前景。

广汽丰田于

7

月

16

日正式发

售的

FUV

逸致， 具有轿车、

MPV

、

SUV

“三车一体”的独特优势，在市

场上的车型中显得格外醒目。 不少

广汽丰田的经销商表示， 很多车主

对逸致的空间、动力、高安全配置赞

叹有加， 尤其是想要一步到位的用

户，对逸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据介绍， 逸致是广汽丰田按照

中高级标准打造的国内首款

FUV

时尚多功能车，广汽丰田执行副总

经理冯兴亚将逸致的产品优势概括

为 “三高二低 ”，即高科技 、高安全

性、高配置和低价格、低能耗。

随着国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

汽车消费观念的不断成熟，

FUV

逸

致以其“三车一体”的独特产品定位

将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谭遇祥）

第一波、第二波特惠圆满落幕，第三波特惠火热招募中……

本刊记者 谭遇祥

增购换购成车市潮流 逸致“宜商宜家”机会大

凯美瑞双料冠军品质 华运丰多重惊喜特惠

东风标致

508

品鉴会现场。

凯美瑞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