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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 月 15 日，奇瑞汽车在湖南省农
科院的中国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行了
艾瑞泽 7 交车仪式。 其中，世界农业科
学巨匠、 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正式
成为了艾瑞泽 7 首批车主中的一员。

交车仪式现场， 专家表达了对奇
瑞汽车多年来执着于技术的认同，并
阐述了一些对于中国汽车品牌发展的
看法。 他认为，无论是自己所从事的农
业界，还是造汽车，都要专注于核心技
术的突破、创新，他表示：“艾瑞泽 7 能

有这么好的品质， 正是奇瑞不断积累
技术，寻求突破创新的结果。 ”

此次让众车主倾心的艾瑞泽 7，
便是奇瑞多年技术积累转化为市场优
势的成果，是奇瑞在流程规范、专业深
度、 性能开发和品质保障上提升到全
新高度的体现， 代表了奇瑞现阶段最
高的造车水平，在品质、造型、人性化、
性能等方面， 达到了和合资竞品直接
对垒的实力水准。

在专家看来， 艾瑞泽 7 承载了奇

瑞的技术基因，是一款高品质、经得起
市场考验的车。 他同时也认为，自主品
牌要走技术研发的路子， 只有技术过
硬了，才能在国际上有所作为。 “我个
人非常认同奇瑞这样不断谋求研发创
新的企业，自主品牌应该向奇瑞学习，
未来也必然能让人们刮目相看。 ”专家
尤以技术论长，更以品质唯上，秉持打
造一款真实好车而来的艾瑞泽 7，领
略和承继了巨匠品质， 其市场前景值
得期待。 （王天笑）

艾瑞泽 7迎来首批车主 奇瑞技术获农科巨匠赞赏

� � � � 10 月 18 日， 四川现代康恩迪湖
南产品说明会在长沙碧桂园凤凰酒店
隆重召开， 正式推出其首款高端商旅
巴士 COUNTY 康恩迪。 四川现代销
售本部部长李钟胜、 湖南九城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肖九成、 湖南九城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卢新涛等嘉宾
参与了本次产品说明会。

本次四川现代康恩迪产品说明
会，从视频介绍、实车讲解、试乘体验
等多方位对康恩迪高端商旅客车进行
了完美诠释， 并获得了与会嘉宾及领
导的一致好评。

作为四川现代推出的首款产品，
康恩迪始终秉承 “NEW THINKING
NEW POSSIILITIES(新思维，创造新
的可能 )”的现代汽车品牌哲学，优雅
的外观设计、精致的内部装饰、高性能
的动力匹配和优异的底盘调校无不体
现康恩迪安全、舒适、高效、经济的高
端品质。

据了解，四川现代将康恩迪作为
进军中国商用车市场的起点 ， 在不
断改进提升现有产品的质量及性能
的同时 ， 还将陆续推出现代技术的
重卡 、轻卡 、平板及发动机产品 ，不

断完善四川现代的产品线 。 四川现
代制订了 “17-17”中长期计划 ，即到
2017 年实现年产销商用车 17 万辆
的目标 。 成长为中国代表企业进军
行业前十强。

康恩迪作为高端商旅新标准的上
市， 充分体现了四川现代冲击中高端
商用车市场， 奋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
力和自主研发能力的世界级商用车品
牌的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依托现代
汽车先进技术为背景， 四川现代亦将
延续北京现代速度实现惊人发展的卓
越成就。 (王天笑)

四川现代高端商旅巴士康恩迪登陆湖南

“联手”破寒冬，
日系中高级车暖春将至？

� � � � �第九代雅阁上市，引发业界广
泛关注，一时间网络、平面媒体等各
种传播渠道， 涌现出大量相关的报
道和评论， 众多业内外人士也纷纷
讨论相关话题。

类似的现象， 在年初另一款日
系“重磅车型”———新世代天籁上市
时也曾经出现过， 这是巧合还是另
有玄机？

进入 2013 年以来， 日系厂商为
冲破销售寒冬，加速了新车型投放的
进程，多款强力新车扎堆上市。 而在
最受关注和重视的中高级车市场，更
迎来了天籁、雅阁等重磅车型的集体
换代，这些车型产品力都十分强劲。

随着这两款热门车型的换代 ，
日系中高级车的共性愈发明显 ：除
了在舒适上精益求精， 更彻底提升
了车型的操控性能， 兼顾操控与舒
适，日系中高级车“联手”征战中高
级车市已成定局。

新世代天籁通过 “梯悬挂+
ATC”组合，即梯形控制臂独立后悬
挂搭配 ATC 主动循迹控制系统，为
消费者带来了建立在健康舒适之上
的精准驾控体验； 再加上 7.3L 的同
级最低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以及

在 2013 年度 C-NCAP 车型评价结
果中，以 57 分最高分获得的五星安
全认证， 新世代天籁以强劲产品力
优势受到广大消费者青睐， 展示出

日系中高级车队伍的强劲实力。 以
新世代天籁为前锋， 再加上其他日
系中高级车型的助阵， 日系阵营气
势强劲。 (谭遇祥)

� � � �这里是“珠三角”、“长株潭”、“长
三角”交汇腹地，华南经济圈与内陆
经济带的连接桥梁； 这里是实力之
城，魅力之都，群雄逐鹿的财富沃土。
武广高铁的开通，将郴州纳入“珠三
角”、“长三角”一小时经济圈，开启郴
州与广州、长沙的“同城时代”。

郴州市位于我省东南部，被誉为
“林中之城，创享之都”，别名福城，为
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中
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温泉之乡”，
地处湘赣粤三省交汇中心，武广高铁
线中心，距离长沙 1 小时车程，距离
广州 1.5 小时车程，总面积 1.94 万平
方公里，总人口约 460 万。 近年来，郴
州市招商引资力度空前，经济发展势
头迅猛，2011 年达到创纪录的 1346.4
亿元。

万华汽车城秉承郴州市产业结

构调整与整体规划布局，建成后将彻
底改变郴州市整车与配件市场行业
格局，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行业
健康、规范、快速发展，增强郴州市汽
车市场在华南区域的竞争优势，从而
增加税收，促进就业，为郴州市的经
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郴州万华汽车城按照永续经营
市场的目标，遵循现代化汽车产业发
展的要求和向“集约化”与“一站式产
业链条化”方向的发展趋势，规划集
聚产业发展潜力的一站式汽车商贸
平台。 项目从正式筹备到开工动土，
引起郴州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与期待。 目前该项目招商工作
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近日，本刊
记者采访了百忙中的项目总负责人，
深圳鹏峰集团副总裁、郴州晨峰地产
副董事长蒋朝辉。

构筑黄金枢纽的财富驱动力
绝佳的地理位置使得郴州万华

汽车城拥有不可复制的竞争力。 汽车
城位于郴州市高铁新城区，坐落于郴
州大道与 107 国道交会处，扼守中心
地脉，以高铁线为中心轴；距离郴州
西站（高铁站）不到 5 分钟，距离郴州
市政府不到 15 分钟，距离京珠、厦蓉
告诉不到 10 分钟。 地理位置优势明
显，可谓四通八达。

在蒋朝辉看来，万华汽车城的地
理位置优势还远不止如此。 项目地处
万华岩镇规划中心，周边拥有全日制
中学郴州菁华园学校，省重点风景区
万华岩风景区，小埠高尔夫球场及即
将形成的成熟居住区。 他说：“我们以
世界性的眼光看待这个区域，它更开
放、更国际、更包容、更文化，代表着
郴州未来的方向。 ”

更为奇妙的是， 在北至郴州大
道、西南临万华风景区、冬至 107 国
道的这片兴起的土地，鸟瞰起来宛如
金元宝形状。 势必将会立足郴州，辐
射华南，领先全国的独创型多功能汽
车城，成就郴州财富未来。

超大规模汽车商贸旗舰
据蒋朝辉介绍，万华汽车城占地

840 亩， 总建筑面积 66 万平方米，是
湖南省、郴州市“十二五”规划重点项
目，预计总投资 25 亿元，是目前华南
地区首个集品牌整车展销、商用车展
销、二手车交易、汽配精品市场、生活
及商业配套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园区，

是华南区域汽车产业升级的优质发
展平台。

万华汽车城以武广高铁经济圈
为依托， 项目包括十大功能组团，区
域内规划有品牌 4S 店区， 商用车交
易区、豪车旗舰店区、世界名车博览
中心、 二手车交易中心及牌证中心、
汽车美容精品区、汽车配件区、商务
中心区、沿河商业街区、驾驶员培训
中心及试乘试驾体验区共十大功能
板块，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华南区
域顶级汽车主题产业交易、服务及体
验产业园区。 强大发展前景吸引众多
国内外品牌汽车商家入驻，现商用车
展销区已招商完毕，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

实现永续经营的专业市场集群
现下， 郴州市的汽车 4S 店分布

过于零散， 传统的 4S 店只生存在城
市繁华区域， 依靠租用土地维持经
营，城市中心地价的日益高涨，城市
的改造和扩建， 大批量的汽车 4S 店
最终要腾出位置为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让路。

所谓产权式 4S 店， 蒋朝辉说 ：
“我们要让汽车经销商拥有自己独立
产权的经营场所， 让他们有归宿感，
心里踏实。 选择产权式 4S 店，正是为
汽车经销商实现永续经营的市场目
标。 ”

万华汽车城以打造功能完善的汽
车产业城为目标，独创产权式 4S 集群
模式，计划有 31 家 4S 店，即 31 个汽
车品牌将相继入驻。 设置品牌 4S 店销

售、商用车市场、汽配城等汽车产业主
导功能，并配置汽车会展、商务、住宅、
汽车精品卖场等城市功能， 成为郴州
乃至华南区域唯一的实现永续经营的
汽车专业市场。 超前的经营理念，人性
化的操作模式， 只为向汽车产业商家
证明其永续经营的决心。

“万华汽车城以汽车销售和服务
产业为核心推动力，致力于打造一个
具有较强辐射能力、高度集中的汽车
产业集群、代表郴州都市的国际化汽
车流通市场。 我们不仅要打造区域内
最强的汽车专业市场，更要将项目建
设成国内顶级汽车主题产业交易和
服务及旅游文化园区，使整个华南板
块的汽车产业服务功能更加完善 ”
蒋朝辉如是说。

一副华丽的现代汽车商业殿堂
画卷正在缓缓打开， 将改变华南地
区汽车产业格局， 大幅提升郴州在
湘赣粤三省交会中心城市的地位 。
万华汽车城，驱动财富动脉，引领城
市未来。

———关于郴州市万华汽车城
郴州万华汽车城项目由深圳市

鹏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郴州市
晨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郴州
市鹏峰汽车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全
程运营管理。

公司秉持“崇尚服务，追求双赢”
的经营理念，倡导“员工满意、客户满
意、社会满意”的核心价值观，打造业
内独一无二的汽车城模式，不断续写
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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