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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 月 18 日， 一汽轿车销售有限
公司宣布，一汽欧朗两厢轿车正式上
市。 此次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共携 4 款
1.5L 精品车型同步上市， 主要搭载 5
档手动或 4 速自动变速箱，4 种车身
颜色， 市场指导价为 6.68 万元-8.18
万元，目前消费者已经能够在一汽轿
车全国奔腾经销店品鉴购买。

品质先行 奠稳基础
全新面世的一汽欧朗两厢轿车，

实现了车身强度、悬架调校、转向等
多方面升级强化，有效提升车辆的内
部空间、安全性、操控性和舒适性；接
轨国际一流制造体系，在冲压、焊装、
涂装等方面均采用高品质制造工艺；
历时 3 年的专业测验验证，最大限度
的保障了车辆品质。

配置丰富 科技武装
全新欧朗搭载中国一汽自主开

发的高性能 ET1 发动机与爱信 S40i
智能多路况模式变速箱搭配，为车主
带来舒适性好、安全性高、燃油经济
性好的驾驭体验；智能钥匙、智能灯
光系统、智能组合仪表等，高科技智
能配置同样优于同级。

安全可靠 坚固保障
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在安全方面

实现了其在同级中更好的竞争力，主
动安全上， 采用德国 BOSCH 8.1 版
本 ABS+EBD， 有效防止刹车抱死跑
偏；倒车雷达系统通过三段式四探头
及分段式声音提示功能减少倒车死
角。 被动安全上，一汽欧朗两厢轿车
拥有同级别独有的环抱式车身，前后
贯通式地板纵梁能够在碰撞发生后，
最大限度减少中部乘员舱变形的可
能性。

空间适用 灵活便捷
在空间上，一汽欧朗两厢轿车拥

有 4200*1660*1465mm 的车身尺寸 ，
以及 2525mm 的同级鲜有轴距，实现
了车辆内部宽敞的乘坐空间。 兼具两
厢车独有的灵动便捷与同级中较大
的空间，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实现了活
力灵动与宽适体验的完美融合。

一汽欧朗两厢轿车在商品品质、
配置、安全性以及空间上的均衡表现
全面提升了其高适用性，为消费者打
造更实用的汽车生活，提供了更为丰
富的选择。 (谭遇祥)

欧朗两厢新版上市

� � � �名校不仅是优质教育资源，更是
紧缺性教育资源。随着人民群众物质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群众期望子女
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要求越来越强
烈，在湖南各市州的学生要想上名校
可谓是难上加难。而怀化市的学生有
福了，两年后在家门口就能上全国一
流的中学了。

12 月 18 日，湖南永通集团和长
郡教育集团在长沙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他们将联手在怀化打造全国一
流的中学。这也是怀化第一所湖南四
大名校分校，将极大地提升怀化的教
育、教学水平，为更多孩子的名校梦
提供有力的支持。

省政协常委、原长沙市政协主席
谢树林、长沙市副市长夏建平、长沙
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华、长郡教育集团
董事长卢鸿鸣等与湖南永通集团董
事长蒋宗平、总经理刘志伟及班子成
员出席了签约仪式。

顶级教育资源挺进湘西

一个是湖南最大的汽车集团，年
销售达 80 亿元； 一个是湖南一流的
教育集团，每年考上清华、北大的有
60 余人，两个各领域最强的集团，看
起来相隔甚远， 他们是怎样牵手的
呢？

“我们永通集团在怀化国际汽
车城建一所长郡中学并不是一时心
血来潮， 这是为了完善怀化国际汽
车城的配套设施， 也为怀化引进最

优秀的教育资源， 为怀化做一点应
有的贡献。 ”蒋宗平告诉本刊记者，
既然是引进教育资源， 当然就找最
好的。

早在几个月前， 长沙市政府领
导、长沙市教育局、长郡教育集团、湖
南永通集团就多次到怀化考察，和怀
化市政府探讨在怀化引进长郡中学
一事。

“真的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参加
了调研的长沙市教育局局长王建华
说。 怀化市领导对这个项目非常重
视，并表示引进长郡中学对提升怀化

教育水平很有好
处， 对怀化市民
来 说 也 是 大 好
事。

将建学校位
于怀化国际汽车
城项目内， 这里
将是未来怀化南
城 的 核 心 商 务
区、教育区。 周边
还配套建设有体
育中心、湖天公园，青山和绿水将为
学校提供更多的绿意。 该校建成后，

将极大地提升怀化的教育、 教学水
平，为更多孩子的名校梦提供有力的
支持。

据悉 ， 长郡怀化分校预计在
2014 年正式投建，2015 年秋季招生。

大手笔下的一流名校

一个提供土地、资金，一个提供
管理、师资，一所全省乃至全国一流
的中学即将在怀化生根。

“在怀化国际汽车城里办长郡中

学，我们除了土地外，还将负责所有
的学校建设，投入资金 2 亿多元。”蒋

宗平告诉记者，2015 年这所一流的
长郡中学就将建成，包含了初中和高
中，可以容纳 3000 名学生。

根据双方的协议， 学校建成后，
将由长郡中学提供全部师资力量，同
时负责整个学校的管理。长郡教育集
团董事长卢鸿鸣表示，将会派遣长郡
教育集团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管理团
队进入怀化的长郡中学。

2 个多亿的资金，可不是一笔小
数目，永通集团为何有如此大手笔的
投入。 如果你了解湖南永通集团的
话，就不会感到惊讶。

湖南永通集团向来就以大手笔
著称。 一个怀化国际汽车城投资 35
亿元，建首席汽车生态综合体；一个
河西精品汽车城建奔驰、 保时捷等
10 家汽车 4S 店，同时还有中南地区
最大的二手车市场……永通集团每
次都是高瞻远瞩，霸气外露。

据蒋宗平透露，不光在怀化引进
优质的教育资源，在其它市州也可以
复制。

投资教育为还心愿

很多人认为，湖南永通集团是不

是以后要发展教育，在教育行业里开
拓新的蓝海。 其实，这和蒋宗平的想
法相差甚远。

“我们办学校，不为赚钱。 ”蒋宗
平告诉本刊记者。

那是为什么呢？ 其实，你了解蒋
宗平，你就明白了。蒋宗平出身寒苦，
没有机会接受好的教育，湖南永通集
团从建立以来一直热心公益， 对教
育、爱心助学更是不遗余力。

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要让后辈
们多读点书，接受更好的教育。

为此，湖南永通集团每年捐资注
入 100 万元设立了 “蒋宗平助学基
金”； 在长沙理工大学汽车机械学院
捐资注入 1000 万元设立了 “湖南永
通创新基金”； 为开福区图书馆捐资
100 万元； 自 2005 年开始每年为临
澧县慈善总会“情系寒门学子”等慈
善活动捐资 200 万元以上……

“饮水思源，回馈社会是一个企
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以此次与长郡
教育集团的合作为契机，未来永通将
为怀化的教育事业，为教育优势资源
的有效扩张做出更大的贡献，也践行
一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蒋宗平向
本刊记者表示。

湖南永通集团引进稀缺教育资源
进驻怀化汽车城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在刚刚结束的长沙车展上，广
汽丰田带来了旗下“中高级车标杆
凯美瑞、节能车先锋混合动力凯美
瑞·尊瑞 、 豪华城市型 SUV 汉兰
达、家庭多功能轿车逸致”等全系
车型盛装亮相，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围观。 其中，在 12 月 24 日全国上
市的跨级时尚大两厢致炫，也首次
亮相本次长沙车展。 凭借炫酷外
观、媲美 A 级车的大空间、低油耗、
丰富配置 ，6.98 万元起的亲民价
格， 以及多种新颖的购车政策，让
致炫迅速成为车展现场的关注焦

点，受到当地不少年轻消费者热烈
追捧。

作为广汽丰田出展本次长沙
车展的战略性重点车型， 致炫在
11 月 20 日 刚 发 布 了 正 式 价 格
6.98-10.88 万元，其“高质价比”优
势，就一直受到年轻消费者高度关
注。质价比是衡量车型可买程度重
要指标， 它较性价比的要求更高，
它是产品综合因素相互比较的结
果，更符合消费者日益理性的购车
追求。

如果说个性外观、 优雅内饰；

宽大车身、长轴距，宽敞行李箱空
间；充沛、顺滑的动力输出；超低油
耗，以及丰田品牌享誉世界车坛的
可靠性，是致炫最易理解和感知的
“显性优势”。 那么，致炫在安全、品
质、舒适和操控等方面的“隐性优
势”，则体现出小型车内外兼修、难
能可贵的“高质价比”。

据悉，目前订购致炫 ，可以享
受“致炫客户基金、倍安新计划、好
易 GO 金融方案”带来的优惠和便
利：一方面，订购致炫的消费者，从
订车日起到交车日，每天都可以享

有 25 元的基金储备用于抵扣车
款；另一方面，凡是在 1 月 31 日前
下订单的用户，只要在店投保致炫
专属保险，都可以享受广汽丰田渠
道提供的包括单纯车损万元以下
当天赔付、全国免费救援等多项专
属服务； 并且， 凡是 2014 年 1 月
31 日之前， 在指定银行办理贷款
购买致炫的消费者，申请 1 年期的
可享受 0 手续费优惠，申请 2 年期
及以上的可享受减免 2000 元手续
费的低费率优惠。

（王天笑）

跨级时尚大两厢致炫首次亮相长沙车展

� � � � 2013 年 12 月 17 日，在福田汽
车 2014 商务年会现场， 雷萨重机
品牌正式对外发布，同时雷萨 FTC
系列汽车起重机及 FQH 系列履带
式强夯机正式上市， 三年磨一剑，
突破产品同质化困局，雷萨起重机
异军突起。 然而，对整个福田汽车
集团而言，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作
为重要子板块之一的工程机械市
场即将发力，进一步夯实福田汽车
产业基石。

据悉， 拥有 17 年历史的福田
汽车，成立之初致力于商用车全系
列发展，仅仅用了 9 年时间发展成
为行业第一，此后在立足本领域发
展的同时，制定了产业多元化发展
战略， 完成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工
程机械、金融产业、现代物流、信息
技术服务产业及新能源电池六大
产业布局。 数据显示，六大产业发
展对福田汽车品牌带动作用明显，
2013 年福田汽车以 508.67 亿元的

品牌价值再创新高，位列商用车企
业第一， 继续领跑中国商用车市
场。

值得指出的是，福田汽车在推
动多元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采取
了步步为营的策略，并没有盲目进
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而是更加注
重产业价值链的延伸，“关联拓展、
集约经营是福田汽车产业拓展的
重要原则”， 福田汽车新闻发言人
赵景光表示，以汽车及新能源汽车
为基本主体，福田汽车注重六大产
业发展相互支持、相互促进。 无论
是现代物流产业发展，还是金融服
务与信息产业发展都注重发挥原
有产业的输血功能。

其中，基于重卡平台关联开发
的工程机械业务最为明显，也是与
福田汽车主业关联度最高的产业。
“以福田汽车为背景的雷萨产品 ，
最大的优势就在于 其价值一体
化”。 有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传统工

程机械企业自身研发制造精力更
多用在产品上装制造生产上，而泵
送车等工程机械产品另一核心技
术———底盘工艺的研发制造，由于
非汽车制造企业，传统工程机械企
业很少涉及，因此产品生产一般采
取外部“嫁接”式发展。

而以汽车制造业为主业的福
田汽车， 在工程机械领域的发展，
使底盘与上装“连接更加顺畅”，源
自福田戴姆勒底盘技术的欧曼重
卡拓展到起重、泵送行业，直接应
用到雷萨， 打造成一条黄金价值
链。 之所以称为黄金价值链，赵景
光解释到，基于德国戴姆勒的底盘
技术与德国斯图加特上装研究中
心，可实现产品一体化研发，打造
了一条科技价值链，造就更加专业
产品，实现产品的高可靠性、高安
全性。 同时奔驰血统将不仅给雷萨
带来先进的研发设备和技术，还在
生产环节推动雷萨新工厂建设并

形成先进制造管理检测体系，打造
出一条制造价值链，提升雷萨自身
产品品质。 此外，雷萨与欧曼部分
产品并网销售 ， 实现了服务一体
化， 依托福田汽车全国 1100 家底
盘上装一体化服务网络、2000 多家
配件专卖店， 车辆问题一站式解
决，雷萨产品用户共享“一对一”的
“保姆式”定点服务，24 小时上门服
务等福田汽车全程无忧服务。

对此，业内人士指出 ，在工程
机械领域，福田雷萨天生拥有硬件
软件各方面的有利资源，加之福田
汽车对雷萨发展的大量投入，让雷
萨一起跑就站在高起点。 依托于日
渐发展壮大的福田汽车集团，福田
雷萨一体化研发、 一体化制造、一
体化服务优势， 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 实现差异竞争的产品战略，福
田雷萨已经成为中国工程机械领
域市场增长最快、 发展效益最好，
发展后劲最强的企业之一。

除了工程机械板块外，2013 年
福田汽车六大产业的其他板块也
都实现了迅速发展，在汽车信息化
领域，福田汽车自主开发的首个车
联网业务软件平台， 于 2013 年 3
月正式上线运营。 以汽车物联网为
核心，全汽车行业信息化正成为福
田汽车高利润率业务的新亮点。 此
外， 福田汽车金融服务业务历经 8
年的发展，形成了专业化、规模化
运营格局，有力助推福田汽车实体
产品的销售。2013 年度金融服务业
务额 113 亿，累计业务额达 647 亿
元。 随着雷萨重机品牌发布与雷萨
系列新品的上市，福田汽车六大产
业实现深入拓展，并进一步夯实福
田汽车集团市场根基，共同助力福
田梦的实现。 (谭遇祥)

六大产业夯实福田汽车发展基石

欧朗两厢版外观。

雷萨重机品牌发布现场。

� � � �湖南永通集团董事长蒋宗平（前左）与长郡教育
集团董事长卢鸿鸣（前右）正式签约。

湖南永通集团董事长蒋宗平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