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554 期

� � � � 1 月 19 日，2013 湖南永通集团
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在长沙胜利召开。
会上， 永通通报了 2013 年的全年业
绩，与 2012 年相比，永通实现了整车
销售同比增长 14.02%，售后维修产值
同比增长 23.09%；另外，其他多项指
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永通要求，在新的一年里，旗下
各个 4S 店要把用户的需求当作责
任，把用户的满意当作目标，狠抓客
户满意度，以良好的口碑、优质的服
务为基础，提升服务水平、技术水平，
做大售后产值，努力提高集团盈利水
平。

去年，永通对二级网点进行了较
大幅度的调整，在淘汰了十五家经销
商的基础上又新增了五家二级网点，
新增网点填补了永通网点在这些地
区的空白。 一年来，全省十四个地市
及部分县市先后举办各种规模车展
近五十场。 每当遇到此类活动，永通
各 4S 店从人员、展车、费用、运输等
多方面进行了大力支持，组织业务培
训多达 200 多人次， 售后培训大多
300 多人次，发运板车 340 余趟次，发
送运输商品车 4100 多台， 有力地促
进了边远地区网络经销商的销售，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营销网络建设时永通一如既往
的战略之举。有利于品牌影响力的扩
张，有利于集团销量的提升。 为保证
营销网络的顺利进行，永通要求驻外
人员务必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
身的综合素质， 保持高度的警觉性，
加强责任心，加大对网点的监控以有

效规避风险。
永通更加注重企业发展后劲，为

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储备土地，建设
项目，特别是最近几年，进入加速发
展阶段， 集团资产存量更加优化，资
产总量有效提升。

在品牌店建设方面。 2013 年建

成开业的有张家界、吉首、浏阳三个
一汽大众品牌店。 浏阳的广汽丰田品
牌店已进入装修阶段，春节后即可竣
工投入运营。 常德的奥迪品牌店已完
成建设基础。 2013 年最重要的是集
团申请到了保时捷品牌代理权。 申请
获批后，因土地问题，项目推进困难

重重。 董事长多次找望城区领导协
调，终于在元月五日完成了该区域范
围内 16 户居民拆迁，现在看来，在厂
方规定的元月 24 日前动工， 可以做
到，明年将高质量的建好这一顶级汽
车品牌店， 为公司的 4S 店群再添亮
色。 上述强势品牌店的建设，肯定将
为集团在 2015 年突破 100 亿的宏伟
目标作为重要贡献，也将进一步扩大
集团在湖南的社会影响力。

关于改造与扩建情况。 2013 年
最大的改造项目是四方坪的奥迪车
间改造， 共四层，8000 多平方米，它
的竣工极大地改善了奥迪车间场地
受限制的问题，为车主提供更加便捷
的服务，也将奥迪的售后效益提升提
供更好的硬件保障。 同时花费 70 万
元， 完成了院内的沥青路面改造，有
效提升了四方坪四个 4S 店的整体形
象。上半年集团还就万家丽华茂店道
路、 上海大众店车间进行了扩建，扩
建面积 1100 平方米，用作钣金车间，
七月份投入使用，较大改善了这两个
店维修车间场地过小的问题，能更好
地满足 4S 店的维修需要。 2013 年完
成的改造项目还有望城区域的上牌，
保险代办点， 有效方便了望城四家
4S 店相关业务工作的开展。 随着吴
家冲道路的修通， 完善了一汽奥迪、
一汽大众、 上汽大众 4S 店的交通组
织，更方便用户购车与维修，也进一
步改善了这一区域 4S 店群的形象。

在土地储备与整理方面。 2013
年上半年拿到了邵阳的一、二期 165
亩土地的国土证。 望城的 291 亩土地
于 2 月份签署协议， 春节后即可摘

牌、拿到国土证。 常德的 22 亩土地、
张家界的 24 亩土地， 将在近期分割
到公司名下。

另外，怀化项目全面完成第一期
汽车 4S 店专营区的招商工作。 共引
进了 29 家汽车品牌 4S 店。 已有 14
家汽车 4S 店投入营业或试营业，在
建 4S 店有 7 家。

胜利完成了怀化国际会展中心
建设。 自 2012 年 11 月底正式动工，
2013 年 10 月底竣工， 会展中心建筑
面积达 34031 平方米 ， 广场面积
30150 平方米。 另外成功举办了首届
湖南西部国际汽车博览会，实现整车
销售 2749 台， 销售额达 4.2 亿元，接
待入馆参观人数近 20 万人次。

通过一年的建设，怀化国际汽车
城已初具规模。 特别是通过举办首届
湖南西部国际汽车博览会，使怀化国
际汽车城的知名度有了大幅度提升，
怀化国际会展中心已成为怀化市的
标志性建筑。 怀化国际汽车城项目得
到了市、区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去年，对中国汽车行业来说是不
平凡的一年。 “汽车三包”正式实施、
汽车一般公务用车被取消、汽车召回
激增、汽车限购……这些关键词清晰
地勾勒出 2013 年中国汽车市场的脉
络，也为 2014 的车市走势埋下伏笔。
面对两位数增长和车市的新机会，永
通表示：2014 年永通必须巩固优势领
域 ，拓展新领域 ，审时度势 ，适应变
化，积极应对，加强机遇和风险意识，
科学合理地制定销售和服务策略，进
一步坚定信心和决心， 坚持稳健营
销，实现稳步跨越。

本刊记者 谭遇祥

———2013湖南永通集团快速发展纪实

� � � � 2013 年中国汽车产业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汽车产量 2211.68 万
辆 ， 销量 2198.41 万辆 ， 同比增长 14.76%和 13.87%， 其中乘用车产销 1808.52 万辆和
1792.89 万辆，不仅再次囊括全球产销量第一，也是目前销量迈过 2000 万辆关口的唯一国
家。 车市好于预期，甚至出现逆势增长，除了习惯市场的刚性需求和强劲的换购需求之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村市场需求在迅速扩张。 在此大格局下，永通集团在董事会的正确
领导下，紧紧围绕工作目标和经营思路，积极顺应车市潮流，在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
2013 年集团经营工作和发展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 � � � 2013 年的中高级车市，注定是上
演不凡与转折的关键一年 。 年中 7
月，一直被大众双雄垄断冠亚军的 B
级车市场局面首度被打破，曾连续创
下 18 个月销量第一神话的凯美瑞在
暌违数年后重登榜首。有人说凯美瑞
的“昙花一现”不足以撼动德系称雄，
但 11 月， 凯美瑞以 1.89 万辆的销量
再度登顶，并且大幅领先第二名 4000
多辆，以无可撼动的事实证明，曾经
的王者真正回归了！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曾历经风光
与落寞、巅峰与谷底的“日系三强”今
年集体发力，新天籁和九代雅阁轮番
登场、强势推动日系回暖，但意外的
是，为什么改写格局的是没有新车发
布、看似低调平实的凯美瑞？

说低调，其实在消费者和业内人
士心中凯美瑞并不低调， 从 2013 年
凯美瑞所获的国内外大奖中就能一
窥管豹。 在近日举办的 2013 年底国
内车坛各大颁奖典礼中，凯美瑞获得
了包括《南方都市报》、《北京晚报》等
权威媒体颁发的近 50 项殊荣， 其中
包括 “年度人气车型”、“年度中高级
车”、“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高级车”
等重磅大奖， 其中混合动力凯美瑞·

尊瑞更是几乎包揽了涉及节能环保
的全部奖项， 成为 2013 年中高级车
市当之无愧的风云车型。

而在全球市场，凯美瑞也是披荆
斩棘，战果累累。 从 1982 年诞生起，
它就在不同的国家、众多的竞争对手
中脱颖而出，畅销 110 多个国家和地
区，历经各种路况、各种环境下的极
端考验， 拥有超过 1600 万的忠实粉
丝，平均不到 1 分钟就有 1 位新的凯
美瑞车主诞生，创造了世界车坛的奇
迹。 如今，奇迹仍在延续，在刚刚过去
的一年中，凯美瑞又包揽了国外多项
重磅大奖。

如果历数奖项之“最”的话，最意
外的一个奖项当属韩国在年初颁发
的 2013 年度车重磅大奖， 这一奖项
首度打破了由韩国本土汽车品牌垄
断的“潜规则”：韩国汽车媒体协会分
别从性价比 、便利性 、设计 、安全性
能、油耗、功率等 6 个方面进行评分，
凯美瑞的综合实力超越分获二、三名
的宝马新 3 系和现代新胜达，以绝对
的综合优势斩获大奖。

最具含金量和参考价值的奖项
诞生在美国。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
场，美国拥有全球最严格和最专业的
汽车评价体系，其中最为车主看重的

首推《消费者报告》。 日前这家权威媒
体刚刚发布了有车市风向标之称的
《2014 年度购车指南》，混合动力凯美
瑞荣登中级车榜首， 在燃油经济性、
可靠性、车主满意度、保有成本等单
项成绩上均获同级别最高评价，同时
还以 93 分的路试成绩遥遥领先，甩
开大众帕萨特美版 2.5 升排量车型
近 20 分， 再次印证了凯美瑞混合动
力集领先科技和高品质 DNA 于一身
的不凡实力。

作为拥有高品质、高可靠性和高
耐用性的佐证 ， 凯美瑞还在 J.D.
Power 发布的 2013 年北美新车质量
排行榜中，位列细分市场榜首；并在
美国权威机构《凯利蓝皮书》公布的
二手车保值率排名中，连续多年获得
“轿车保值率”第一名。

此外，凯美瑞获评俄罗斯的“年
度最佳商务座驾”， 混合动力凯美瑞
在澳大利亚一举拿下 “年度环保车”
和“年度中级车”双项大奖，可谓横扫
南北、东西半球，为全世界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 1600 万车主带来安心、舒
适的驾驶体验。

是金子，到哪里都会闪光。 在竞
争尤为激烈的中国车市，凯美瑞就是
这样一块金子，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
幻，它始终将品质放在首位、将未来
科技应用于现实、将各项互存对立的
性能完美平衡，这样的凯美瑞，又怎
能不受到市场青睐？ （谭遇祥）

� � � �今年湖南台的一档电视节目《爸
爸去哪儿》自开播以来收视率节节攀
升，节目里每一对父子的表现都成了
大家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除了大家
对明星父子的好奇外，这个节目也充
分说明了当今社会人们对于家庭的
重视。 现在，能够载着老少三代全家
人出游的大空间车型正逐渐受到消
费者的青睐。 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推
荐广汽三菱的新帕杰罗·劲畅， 这款
在空间打造上极为出色的 7 座 SUV
能为行车生活带来不少惊喜和乐趣，
尽情展现“超级空享派”的惬意生活
方式。

灵动舒适，空间优势远超同级

现在国内很多家庭已经像美国家
庭一样过上了“轮子上的生活”，汽车成
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而汽车
的空间越大越能给人带来舒适和惬意。
新帕杰罗·劲畅就是一款在空间上具备
优势的 7座 SUV。 它的车身尺寸长宽
高为 4695mm×1815mm×1840mm，轴
距达到同级最长的 2800mm，充分保障
了充足的内部空间。

此外，合理的空间设计更成就了

新帕杰罗·劲畅空间上的优异表现。
前排驾驶座调校得当，真皮座椅舒适
而大气， 哪怕是身高超过 180cm，坐
在驾驶座上头部空间仍然充裕。新帕
杰罗·劲畅车内超大的空间更带来魔
术般的多样化组合空间，座椅可进行
多种组合排列形式：7 人座椅排列、5
人乘坐+第三排折叠形式、2 人乘坐+
第 2、3 排折叠形式等。不同的设置选
择让空间灵活多变。

同样引人瞩目的， 还有新帕杰
罗·劲畅大容量灵活实用的后备箱空
间。 新帕杰罗·劲畅后备箱采用掀背
门尾门设计，尾门的离地高度和开合
高度完全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各种
身材乘员均可轻松操作。在储物空间
上， 新帕杰罗·劲畅具有很强的表现
力。 后两排座椅可以折叠，而且折叠
后地板非常平整，没有任何凸起。 折
叠后的后备箱成为了一个 1499L 的
“货厢”， 无论是郊游所需的烧烤架，
还是自驾游携带的全家行李箱，又或

是家庭大规模购物，完美满足任何苛
刻的要求。

精心设计，紧密结合日常需求

事实上， 新帕杰罗·劲畅并没有
盲目追求“大”，而是让空间具备丰富
的多样性。仅仅从空间数据和乘坐感
受来说， 新帕杰罗·劲畅就已经具备
了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而一些巧心
的设计，更能与生活中各种实际需要
联系在一起，给人带来意料之外的惊
喜。 尽管不少 SUV 都做到了客观上
的大空间， 但新帕杰罗·劲畅才能称
得上是真正的“超级空享派”。

新帕杰罗·劲畅不遗余力地用灵
巧设计带来贴心感受。 驾驶座旁双层
的中央扶手盒， 上面可以放一些小物
件，大的放在下层，在颠簸路段下也不
会散落。中间座位地板凸起很小，提高
了中间座位的乘坐舒适性， 而后备箱
更暗藏玄机。新帕杰罗·劲畅后备箱配
备固定网， 物品在颠簸中也能得到固

定；一侧有行李箱挂钩，可以直接挂袋
子；地板上还有一个隐秘的储物格，车
主可以将一些日常中常用的工具放入
其中，既省空间又方便拿取。

一些配置上的使用也贴心至极。
新帕杰罗·劲畅增加了前排座椅电动
调节带加热功能（8 方向）、带有后部
出风口的全自动恒温空调、座椅加热
功能等人性化配置，为驾乘人员带来
舒适享受。同时，新帕杰罗·劲畅支持
USB、Bluetooth 功能的歌乐多媒体导
航一体机、发动机防盗装置、倒车影
像、安全报警、行李架等配置，这些实
用性极强的人性化装备能时时带来
行车便利。

新帕杰罗·劲畅的全方位空间设
计用心至极， 充分体现出 SUV 世家
广汽三菱的深厚功力。作为广汽三菱
精心打造的 7 座 SUV， “超级空享
派” 新帕杰罗·劲畅完美满足日常行
车的众多需求，将为更多消费者带来
愉悦汽车生活！ （王天笑）

� � � �近日，保时捷宣布彭明山先生
接受德国保时捷总部董事会任命，
于 2014 年 1 月 8 日起担任保时捷
中国公关传媒总监一职。 对于刚履
新的彭明山先生而言，他将肩负起
深化保时捷在企业形象、产品及品
牌宣传的重任，树立更出色的德国
终极跑车的品牌形象，从而助力保
时捷在中国业务的快速发展。

彭明山先生此前于 2008 年 5
月起担任保时捷中国销售总监一
职。 在这近六年的时间里，保时捷
中国的销售量实现了突飞猛进的
增长，为中国成为保时捷全球第二
大市场及保时捷跑车全球销量最
大的市场之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对于彭明山先生的上任，保时
捷中国首席执行总裁潘德旭先生
表示：“我非常高兴彭明山先生能
出任保时捷中国公关传媒总监一
职。 彭先生拥有丰富的在中国及国
际市场的业务开拓经验及优秀的
领导和管理才华。 此外，他与经销
商的日常紧密工作及对保时捷产
品和客户的深刻洞察，对保时捷尤

其是在进一步加强品牌建设而言
弥足珍贵。 ”

彭明山先生在豪华汽车行业
拥有多年的管理经验。 担任销售总
监之前，彭明山先生在保时捷中国
担任过特别项目经理，主要负责业
务拓展及其他工作。 在加入保时捷
之前，彭明山先生在其他高端汽车
品牌工作超过 15 年之久。 期间，他
先后在欧洲及东亚市场担任多个
不同经营及战略管理职位。

彭明山先生拥有上海同济大
学工业与工程管理专业本科学位。
他曾在德国留学及生活多年，先后
在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 （TU
Darmstadt）和鲁尔波鸿大学（Ruhr-
University Bochum） 研修商业管
理。 （王天笑）

� � � �为了给广大市民提供高质量
的服务， 提高出租车行业在市民
中的影响力度， 确保进一步提高
服务质量 ， 鸿基出租车公司在
2014 年初，在原有的服务基础上，
又推出了新的管理举措， 聘请社
区的市民来为公司驾驶员服务情
况进行监督，为日常出行、服务行
为及安全行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
服务监管、打分。

2014 年， 鸿基公司将在原有
的管理基础上， 加大对驾驶员服
务的监管，并以此为抓手，全力打
造“服务型”、“雷锋式”的团队，规
范驾驶员队伍、整顿服务行为、促
进服务质量，虚心接受广大市民、
社会各界的监督，为展现“鸿基品
牌”管理服务新形象，为建设“美
丽星城”和谐劳动作出新的贡献。

（谭遇祥）

数“风云”车型 还看凯美瑞！

永通鸿基新年新举措

新帕杰罗·劲畅超大空间解读

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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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在永通

湖南永通集团董事长蒋宗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现场。

凯
美
瑞
外
观

保时捷中国公关传媒总监彭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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