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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为促进湖南乘用车企业与省
内重点用车部门和单位产需对
接，扩大省产汽车省内采购比重 ,6
月 24 日 ，湖南省产乘用车产需对
接推介展示大会在长沙融程花园
酒店举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陈肇雄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陈叔红出席 。 会议由省经信委主
持 ，有省财政厅 、省教育厅 、省卫
生厅等省直 、 中央在湘和长沙市
等省内各地州市政府部门领导 ，
全省金融机构、重点企业 、重点用
户 及 新 闻 媒 体 等 共 500 余 人 出
席。

据了解，目前省产新国标校车
在省内销售率不到 20%，省内校车
后续市场空间广、发展潜力大。 为
提高省产校车本地采购率和市场
占有率，推动全省汽车产业后发赶
超，省经信委等部门组织召开这次
产需对接推介展示会，必将为省内
校车需求方、采购方，特别是为享
受财政补贴的采购大户提供直接、
便捷的采购渠道。

长沙梅花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客车销售量已连续多年居本省第
一，是省内唯一获得国家批准的新

校车产销企业，已发展成为新国标
校车、公交客运 、厢式物流及环卫
专用车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各类
校车、公交客运 、厢式物流及环卫
车系列 68 个品种。 近年来以美国
长鼻子校车为标杆，与湖南大学产
学研合作，将中气轿车 、无人驾驶
汽车、月球车等国家重点项目的科
研成果，转化为校车防撞 、防滚保
护系统及智能监控系统。 成功开发
出大中小共 12 款车型， 均通过国
家权威检测机构严格检测，列入国
家新校车公告。

目前正在研发适应农村、山区
道路和城镇小街小巷的窄体经济
安全型小型校车。 在此自主创新车
型基础上，正在紧锣密鼓开发适应
广大农村及街道社区的医疗服务
车，将填补本省在此类车型上的空
白。

在此次省产乘用车产需对接
推介展示大会上，梅花汽车已与湖
南省 2 家校车重点用户单位签定
产需对接合作协议，同时与省卫生
厅达成农村及社区医疗服务车战
略合作意向。

（谭遇祥）

� � � � 2013 年初夏的江城武汉，经过长
时间的高温烘烤，一切都显得那么的
热情似火。6 月 23 日晚间的武汉盘龙
圣地———康顺汽车体验中心，却因上
海大众全新途观的到来，再次将车迷
心中的热度推向了顶点 ， 上海大众
New Tiguan 全新途观中南区域上市
盛典的华彩演绎， 为 2013 年的荆楚
车市书下了浓墨重彩的又一新篇章。

作为上海大众新一代造型语言新
成员的全新途观， 是上海大众汽车工
作团队一向秉持着来自德国的严谨设

计观念， 结合其对中国市场的准确洞
察， 最终倾力打造而成的精湛德系品
质和前瞻科技高端 SUV。 6 月 23 日在
武汉举办的 “全 新 途 观 全 新 启
程———上海大众 New Tiguan 全新途
观中南区域上市盛典” 无疑就是上海
大众在中南市场呈现给广大媒体及消
费者的又一场精彩视听夜宴。 融合了
众多空间、时尚元素的舞台创意，结合
声、光、影的完美搭配，精准阐释了全
新途观就是这样一款创御格局的德系
智能高端 SUV，是一辆完全满足新时

代车主精准需求的精英座驾； 与此同
时，恢弘大气的开场 SHOW、真诚动
情的领导发言、全面生动的车型讲解、
别具一格的新车亮相仪式， 无不向在
场嘉宾以及媒体记者诠释着全新途观
“途有境 而观无垠”的经典品牌主张，
也映射出了全新途观车主们每一段用
心体会，用心感悟的人生旅程。

本次上市盛典 New Tiguan 全新
途观此次推出多款车型 ， 分别搭载
1.8TSI 和 2.0TSI 发动机 ， 配以 6 速
Tiptronic 手自一体变速箱及 6 速手

动变速箱。 车型颜色包括峻岭棕、天
漠金、极光白、玄武黑、反射银、海湾
蓝、丹霞红七种，搭配全新豪雅棕色、
酷雅黑色以及涵雅米色内饰。

途 观 BlueMotion 蓝 驱 版 则 在
1.4TSI 发动机的基础上配备蓝驱特
有的启停节能模式及制动能量回收
系统，可有效减少能耗。 除蓝驱版车
型专属的智蓝配色之外，还提供了极
光白、玄武黑、反射银三种配色。 9 款
车型市场售价为 19.98 万元至 31.58
万元。 （王天笑）

全新途观 全新启程
———上海大众 New Tiguan 全新途观 中南区域上市盛典焕世上演

� � � � 6 月 25 日，宇通客车全生命周期
管理（英文简称 LCC）工程推介会走
在广州召开。 宇通客车、米其林轮胎、
菲亚特动力的相关代表，以及来自广
东、湖南、海南等地的客运、公交公司
代表齐聚广州白云会议中心参加了

会议。 会议期间，宇通公司工作人员
向与会代表们详细解读了宇通客车
LCC 战略及 LCC 工程， 引发了广大
与会者的强烈共鸣，LCC 全生命周期
成本管理理念或将为华南地区的客
运及公交企业带来解决成本困境的

新思考。
推介会上，宇通客车销售公司总

经理钱瑞瑜表示：“面对这些影响行
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客
车行业的一份子， 宇通一直在思考，
我们该为我们的行业做些什么？ 该为
我们的客户做些什么？ 我们又能够做
到什么？ 这也正是宇通客车一直以来
坚持 ‘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
更大价值’的初衷。 今天，我们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分享 LCC 理念， 希望能
和大家一起努力，为我们道路运输行
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

据了解，根据 LCC 理念，客车的
初始采购成本只占到客车总成本的
15%， 后期使用时产生的维修保养成
本和燃料成本等则占到 70%，而 LCC
是从客车整个生命周期来看待客运
车辆的运营成本，控制的是客车产生
的总成本，将有助于改变客运企业传
统的客车采购思维，更全面地看待客
运成本。

为提高客运企业盈利能力，宇通
在活动现场还推出了旗下最新的 10
米一层半客车———ZK6118H。 该车型
具备“高收益、低购价、低使用成本”
的突出特点，性价比优势明显 ，将为
行业树立价值产品新标杆。

作为宇通 LCC 战略合作伙伴的
米其林轮胎及菲亚特动力的代表也
在会上介绍了自身的产品优势，他们
将各自凭借在轮胎和动力上的优势，
有效保证宇通 LCC 工程顺利实施 ，
为客运企业提供性价比更高的客车
产品和服务。

据悉，宇通于 6 月 4 日在北京盛
大发布 LCC 战略并启动 LCC 工程。
之后， 宇通 LCC 工程推介会还将陆
续在杭州、南京、沈阳、哈尔滨、武汉、
西安、昆明、成都等地举行，力求将先
进科学的 LCC 理念传递给更多客
运、公交企业，助其解围成本困境，实
现转型升级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谭遇祥）

宇通 LCC工程引发客运行业成本管控新思考

� � � � 6 月份是全国的安全生产活动
月。 为提高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促
进社会安定和谐,促进行业稳定发展，
提高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加大
全民的“安全生产月”的宣传教育力

度，6 月 9 日，长沙鸿基运输实业有限
公司开展了以“平安交通，人人有责”
安全生产活动。

据了解，在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
活动中，长沙鸿基坚持“三贴近”（贴

近实际、贴近企业、贴近群众）。 在客
流密集的场所、客运站场、车厢等地
点，通过现场宣讲、发放宣传单、一对
一咨询等方式，大力宣传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安全基本常识，确保安全生

产宣传工作真正覆盖公交车 、 出租
车、私家车以及摩托车用户，做到宣
传知识家喻户晓 ， 安全知识人人知
晓，营造出了浓厚的安全生产氛围。

（王天笑）

平安交通 人人有责

新国标校车产需对接
医疗服务车战略合作

� � � �乘风破浪正十年， 车市浮沉，永
通营销网络剑指巅峰。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十年的风
雨征程，永通营销网络由最初长沙周
边地市几家合作经销商到现在的 14
个地市 36 家合作经销商， 销量超五
万辆车，销售额破百亿，一串串数字
抒写着永通营销网络的传奇，也印证
着这个行业老大———永通集团的智
慧前瞻。

“一线城市 ，竞争激烈 ，市场日
益饱和 。 二 、三线城市将成为车市
增长极”。早在 2003 年，永通掌门人
蒋宗平先生即敏锐的发现了这一
点。 思之所至，行之所至。 永通集团
营销网络大局步步成型。 重点布局
二 、三线城市 ，抢占市场先机 ，目前
永通已经拥有 36 家二级网络直营
店 ，覆盖湘潭 、株洲 、益阳 、娄底 、衡
阳、 张家界、 吉首等 14 个地州市。
永通营销网络布局自有方寸 ，每一
个地州市 ，只有意识的挑选一至二
家优秀经销商合作 ，保证影响力的
同时避免相互竞争。 每一步棋都遵
循市场发展规律 ，随着近省会的中
心区域竞争的加剧 ，永通集团更多
的将触角延伸到了边远地区。 2012
年永通营销网络的销售数据也印证
了这一战略布局的正确性 。 怀化 、
吉首 、张家界 、郴州 、永州五个边缘
区域网点的合计销售超过 2502 辆，
呈爆发式增长。

从 10 家经销商到 50 家经销商
再到现在的 36 家经销商， 永通营销
网络像所有注定辉煌的事物一样，历
经量变、质变两个过程。 永通营销网
络在不断的发展中从来都不盲目扩
张，从来对合作者严格要求。 诚信经
营是其挑选合作伙伴的基础，也是永
通这支同盟军立于竞争不败的保证。
精挑细选，优胜劣汰，永通营销网络
愈发精炼的队伍， 以愈发强劲的动

力，在二、三级市场步步为营，屡创佳
绩。 2011 年，永通营销网络共销售商
品车 8106 辆 ；2012 年销售商品车
7502 辆 ...... 为永通集团年度总销量
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永通不可或缺
的生力军。

商道至诚，成己达人。 这是永通
集团的经营法则也是永通的合作法
则。 以至诚、至真之心，联盟合作者。
永通集团在营销网络中， 一切举措

皆为促进合作，为合作者提供便利，
达到共赢。 诸如支持合作经销商参
展、组织合作经销商人员培训、深入
合作经销商解决服务难题等等 ，无
疑提高了合作经销商的专业素养 、
服务素质， 也极大的减少了其运营
成本。 更有甚者，永通的所有合作经
销商都实行先卖车后付款的政策 ，
这在全行业都是绝无仅有的。 而为
了最大限度的保障经销商利益 ，永
通每次发车给经销商都是自行承担
运费。 2012 年永通光这一项支出就
达 150 万元， 极大地降低了合作经
销商的经济负担， 减少了其成本支
出。

想经销商之想，利经销商所利。
永通除了极力的为合作经销商提供
帮助，也注重与合作经销商的共赢。
蒋宗平先生曾多次指出， 将跟合作
经销商资源共享， 如在汽车精品等
领域，共享进货渠道，以合谋之力获
得和供货经销商更多的谈判筹码 ，
更大的谈判权利，利益共同化，携手
共发展。 靠着永通大树，好乘凉。 难
怪 ，一位网点经销商在 “2013 年永
通营销网络工作会议 ” 中这样说 ：
“我这辈子做对了两件事，第一件事
就是选对了老公， 第二件事就是选
择依靠永通成就自己的事业”。这无
疑也是绝大多数永通二级经销商的
心声。

远见，铸就未来。 永通这棵大树

不仅是其营销网络的强大支持者 ，
更是其智库。 源自于 13 年“专业于
车” 的宝贵经验及企业掌门人卓越
眼光，永通无论是对市场的把握、还
是车市的创新探索都强于同行企
业。 而这些车市智慧，都将为永通营
销网络合作商们所用。 就如“2013 年
永通集团网络营销工作会议” 中蒋
宗平先生所说，“未来车市纯汽车销
售比重降低 ，以二手车交易 、维修 、
汽车精品、汽车保险、金融服务为主
的汽车后市场将成大势。 提前布局
汽车后市场， 将占据先机， 赢得发

展”。 这种远见卓识，让经销商们受
益匪浅， 也清晰的为其指明了未来
方向。 很多的经销商在会后表示，将
借鉴永通的发展思路， 未来重点发
展汽车维修、汽车精品等产业，逐步
将触角延伸到汽车后市场。

百舸争流，勇者胜，王者之师，总
能凭借远见卓识，屹立高峰。 永通营
销网络十年，同舟共济，携手共赢。如
此一支同心共荣、至诚至真、深谙市
场的同盟军，我们可以期待，他的下
一个十年必将愈发强大， 绚烂而辉
煌。

十年征程 破浪乘风
———热烈祝贺 2013 年永通集团营销网络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近日，“2013 年永通集团营销网络工作会议” 在世纪金源大酒店盛大召开。
来自永通集团的各级领导及其二级网络经销商参与此次会议。 一年一度的永通
营销会议，让永通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济济一堂，总结过去，展望未来。会上永通集
团董事长蒋宗平先生、总经理刘志伟先生做了重要报告。 重点总结了 2012 年永
通营销网络工作中的成就和问题，为未来永通的发展、永通营销网络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同时在会上表彰了 2012 年表现优秀的经销商。

会议现场。

蒋宗平在会议上讲话。

推荐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