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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如今北京车展已圆满落幕， 但车
展引发的相关话题依然在发酵酝酿，
其中一个话题起源于央视在车展即将
结束时制作的一期关于电动车 VS 汽
油车的节目， 节目播出后吸引了混合
动力粉丝跟帖， 顺理成章带出了传统
汽油车、高效节能车、新能源车优势劣
势的讨论。

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的专题节目
《尴尬的新能源电动车》中，我们从“续
航里程”、“堵车时油耗”、“充电加油便
利性” 三个方面对比电动车与汽油车
的优缺点，双方各有胜负，但如果把非
插电式混合动力也加入战局， 结果会
是如何呢？

在国内， 大家比较熟悉也卖得比
较好的丰田混合动力车型应该是广汽
丰田的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 混合动
力凯美瑞·尊瑞搭载丰田新一代油电
混合双擎动力系统， 属于混合动力中
的“强混”级别，能根据各种路况和驾

驶情况灵活选择纯电动机驱动、 纯发
动机驱动或者电动机与发动机共同驱
动，还能自动回收能量向电池充电，不
仅获得了 1+1﹥2 的动力效果，还能让
同样的一箱油用得更久，走得更远。 据
官方测试， 与同级别传统汽油车型相
比，尊瑞油耗减少 32%以上，百公里综
合油耗仅为 5.3L， 一箱油走 1000 公
里，从广州开到武汉。

在这场比拼中， 汽油车在堵车路
段瞬间油耗高达 21L/百公里， 电动车
续航里程变化甚小， 那么混合动力车
的表现又如何呢？

先来看一个数据， 在工信部对尊
瑞的油耗测试中， 市区工况的数据为
3.3L/百公里，一辆动力相当于 3.0L 排
量的大中型车，在塞车成为“常事”的
市区百公里油耗仅为 3.3L 的确有点吓
人。 这是怎么实现的呢？

实际上尊瑞在中低速情况下可以
用纯电力驱动，在堵车路段减速、刹车

的时候，一方面发动机会熄火，另一方
面刹车产生的能量又可以给电池充
电，再用于下一次电动行驶，形成一个
良性循环，轻松实现 0 油耗。

混合动力凯美瑞·尊瑞的最大优
势是只需加普通汽油，不需外置充电。

尊瑞在出厂时蓄电池已经处于充满状
态，行驶中，车辆仅依靠电动机和燃油
机的巧妙配合， 通过发动机和废弃动
能回收电能， 无需专门充电就能自行
对蓄电池组进行充电。

（谭遇祥）

� � � � 新能源汽车是 2014 北京车
展热点，毫无悬念地 4 月 29 日开
幕的湖南车展也把新能源汽车作
为此次展会的重头戏。 各车企纷
纷拿出代表着最新研发/生产方
向的新能源汽车参展。 世界首款
量产型电动汽车三菱 i-MiEV 惊
艳亮相湖南车展， 让我们在广汽
三菱的展台上一睹它的风采！

绿色的三菱 iMiEV 电动汽
车，颜色讨人喜欢，造型时尚，更
令人惊艳的地方小编一一为你道
来！

三菱 i-MiEV 搭载大型锂
离子电池，利用小型、轻量、高效
的永磁式同步电机， 实现了顺滑
强劲的加速、 出色的静音性能以
及卓越的行驶感觉。

具备超凡的环保性能： 行驶
中的二氧化碳零排放、低噪声、出
色的能量转换效率、 拥有可回收
能量的制动能量回收等功能以其
他燃料为动力的汽车无法比拟的
环保性能。

除此之外， 宽敞舒适的车内

空间，又能为您带来舒适、安全、
安心的驾乘感受。

此款车和刚在北京车展上三
菱 汽 车 发 布 的 2 款 概 念 车
Concept GC-PHEV”和 Concept
XR-PHEV 代表三菱汽车新一代
先锋科技， 代表着三菱汽车新能
源汽车发展方向。 （谭遇祥）

世界首款量产型电动汽车
三菱 i-MiEV 惊艳亮相湖南车展

� � � � 4 月 29 日，为期 5 天的湖南
国际车展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拉
开帷幕。作为中国“中部车市风向
标”的湖南国际车展，素来蝉联中
部车展“销售王”的美誉，是各大
车企纷纷争抢市场份额、 提高销
量的制高点。 湖南国际车展的影
响范围之大，辐射范围之广，必将
吸引各大车企展示自身最新的汽
车、技术方面的最新成就，演绎前
所未有的名车奢华阵容。

据了解， 今年将陆续推出多
款新车的一汽奔腾， 将携旗下全
系车型“钜惠”湖南五一车展，不
仅有全新换装“T”动力发动机的
2014 款奔腾 B90、 奔腾首款高规
格都市 SUV 奔腾 X80 等重点车
型 ，也有奔腾 B70、新奔腾 B50，

以及一汽欧朗等明星车型。 同时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的深情厚爱，
长沙五一车展期间， 一汽奔腾厂
家派利 500 万元， 数重大礼钜惠
酬宾：除了购车优惠大礼包、购车
赢大奖， 还有二手车置换最高可
享万元补贴， 贷款购车最高可享
“18 个月 0 零利率”。

湖南车展的整齐亮相， 让观
众再一次领略了一汽奔腾全系车
型的魅力风采。 秉承“进取不止”
的品牌理念， 未来奔腾品牌将始
终坚持从消费者利益出发， 继续
做好系列车型的设计研发、 生产
制造等工作， 让越来越多的消费
者也能享受到汽车生活带来的便
利。

（王天笑）

一汽奔腾全系“钜惠”湖南车展

� � � � 作为中部省份汽车行业一年一
度最具规模 、 影响力最大的车界盛
事。 据了解，2014 湖南车展再次延续
了“最能卖车的车展 ”神话 ，5 天售车
首次突破 2 万台 ， 销售金额突破 35
亿元。 尤其是本届车展宣传推广攻势

强大，很好地抓住了观众和消费者的
兴奋点，不但在长沙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力，还吸引了全省各市州大批购车
人群的到来，使湖南车展一年一个台
阶，始终处于“领航中部第一车展”的
地位。

今年的湖南车展， 创造了历届湖
南车展的三个第一：展会规模第一，本
次车展汇集了近百个品牌、300 多家参
展单位、600 多辆展车；观展人数第一，
本届车展观展人数创造了历史新纪
录，比去年同期增长 30%以上，其中，

市州来长沙看车、 买车的人数首次突
破 2 万；购车数量第一，本届车展售车
首次突破 2 万台，其中，合资品牌销售
8410 台，进口品牌销售 4468 台，自主
品牌销售 7358 台，同比增长 35%，成交
额超过 35 亿元。 （王天笑）

湖南车展 5天售车首次突破 2万台

� � � � 4 月 29 日，幸福接力长沙站 新一
代福美来 M5 预售启动会成功举办。当
地众多福美来车主及新一代福美来
M5 的准车主到场，感受了 “新一代福
美来 M5”的风采。 同时，新车预售也全
面启动，新一代福美来 M5 有手动挡和

自动挡两款车型，手动挡共有精英、舒
适、时尚、豪华、尊贵等 5 款车型，预售
价格 7.99 万元起；自动挡共有精英、舒
适、尊贵等 3 款车型，预售价格 8.99 万
元起。

从 2002 到 2014， 福美来经过十

二年进化 ，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自主
品牌发展路线 。 不仅成就了中国房
车锦标赛三年五冠的传奇 ， 更为近
百万家庭用户的生活添彩 ， 成为一
个时代幸福的见证。 今天，新一代福
美来 M5 传承了福美来品牌 DNA，

作为海马自主 2.0 时代的全新战略
车型现身 ，以时尚大气全尺寸车身 、
扎实稳健的操控性能 、 澎湃顺畅的
动力组合 、360 度跃级优化配置吹响
新生的号角。

（王天笑）

幸福接力至长沙 新一代福美来 M5启动预售

� � � � 日前， “奇乐生活，骏行三湘”新
势代奇骏深度对比试驾会在长沙举
行。 试驾会现场，举办方独具匠心地设
置了多种模拟复杂路况的路障设施，
包括百米加速、S 弯、绕桩、紧急避让、

轮胎路、坑洼路、凹凸路、斜坡、驼峰、
还在泥泞试驾路段开挖了炮弹坑，试
驾线路的精心设计足以看出东风日产
对奇骏的性能充满自信。

百米加速、 绕桩 、 过凹凸路面

……一系列科目测试下来， 新奇骏都
能游刃有余 。 新一代 7 速手自一体
XTRONIC CVT 智能无级变速器，配
合先进的 2.5L QR25DE 发动机，使得
奇骏不仅动力澎湃,燃油经济性更是同

级领先。 新势代奇骏的到来，让东风日
产的 SUV 全谱系布局完毕。 以新势代
奇骏为旗舰产品，与逍客高低搭配，再
加上楼兰、途乐，东风日产的 SUV 阵营
已经全覆盖，形成无死角的巨大合力。
所以， 新势代奇骏不光让城市 SUV 市
场产生剧变，引领了市场的发展方向，
更重要的是， 它为东风日产的新十年
吹响了冲锋的号角。 （谭遇祥）

奇乐生活 骏行三湘
� � � �由鸿基出租车公司、 长沙东
大肛肠医院共同发起的 “关爱的
哥的姐健康行”为 1500 名驾驶员
免费体检活动在鸿基公司临时搭
建的医务室进行。

自 4 月 28 日 “关爱的哥的
姐健康行”活动启动仪式拉开帷
幕后， 次日正式进入体检阶段。
至今日统计，已有 800 余名驾驶

员到公司接受了逐项的检查，通
过心电图、X 光胸透、测血压、血
糖、肝功能等专业的健康体检及
医务人员现场的健康知识、职业
病状的讲解，让“的哥的姐”们对
自身健康状况及职业病有了更
深的了解，增强了自我防护与保
健的意识。

（王天笑）

“关爱的哥的姐”健康行
免费体检在公司进行

混动、汽油、电动 PK战谁胜谁负？

� � � �近日，宝骏 610 在长沙上市。 此次
上市品鉴会共跨越全国 7 个城市，长
沙做为第二个上市城市， 足以体现上
汽通用五菱对于湖南消费者的重视，
让消费者能够有机会第一时间与上汽
通用五菱这款最精致的新车———宝骏
610 来一次亲密接触，让人更为惊喜的
是，官方公布最低配售价仅 6.58 万元，
而最高配置也只售 8.58 万元。

活动当天， 在宝骏 610 品鉴会现
场，还邀请来了一群特殊的嘉宾，作为
上汽通用五菱常年的合作伙伴， 刚刚
结束在长沙征程的中国举重队的奥运
冠军们也来到了活动现场， 与现场粉
丝们来了个零距离接触， 这着实让前
来参加长沙五一国际车展的消费者感
受到了意外的惊喜， 世界冠军们的现
场互动也引来了众人的围观， 将上汽

通用五菱宝骏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宝骏 610 作为上汽通用五菱集合

最新技术、 优势资源全力打造的五座
家用车， 拥有上汽通用五菱一脉相承
的可靠品质，依靠高性价比、同价位越
级配置、良好驾控、实用大空间、高效
便捷的服务网络等优点， 与已上市的
宝骏 630、五菱宏光等热销产品以及即
将上市的宝骏 730 形成有机互补 ，全

面满足湖南消费者的需求， 成为最符
合中国家庭的“美好生活新选择”。

本次在长沙上市的宝骏 610 就是
其精心打造的五座家用车， 其越级的
动力、时尚大气的外观、丰富先进的配
置、 更为经济的使用成本以及便捷的
网络服务， 受到广大消费者的一致认
可，让五菱老用户连连称赞“在很多细
节、品质、乘坐舒适性等方面的升级超
乎想象。 ”相信凭借上汽通用五菱的口
碑、 可靠的高品质以及五菱的强大渠
道，宝骏 610 将成为家用车市场炙手可
热的新车。 （谭遇祥）

宝骏 610长沙上市售 6.58万元起

� � � � 2013 年， 永通销售额已突破 80
亿，再次创湖南汽车经销商营销史上
纪录。 百亿企业的梦想离他越来越
近。 据蒋宗平透露，今年永通有望突
破百亿，这在湖南车市中具有太多意
义。 这不仅是企业的荣耀，个人的成
就，更是湖湘经济腾飞的标志。

谈到蒋宗平 ，天时 、地利 、人和
的商道真谛瞬间浮现。 他是当今能
掌握时代变动机会的人， 也是能克
服种种困难的企业家， 更是这个汽
车行业的带头人。 他总能把握商机，
总是走在竞争者的前面， 知道如何
打造出最有效率的企业， 也是全行
业少数能用最小资源， 做最大创新
的开拓者。

百亿企业 百年老店

2011 年 60 多亿 ，2012 年 70 多
亿，2013 年 80 多亿，永通的业绩每年
都有一个新台阶。 原定三年内的百亿
计划，在蒋宗平的快马加鞭下至少提
前一年，永通的发展速度也出乎了他
的预料。

2013 年永通销售汽车 42000 多
台， 销售额突破 80 个亿。 今年一季
度，全国汽车形式不是很乐观，行业
增长速度为 9.2%。 然而，永通却能逆
流而上，第一季度销售新车 11800 多
台，同比增长 33.08%。 由去年平均每

天卖出 125 台，增长到 135 台，每天
多卖了 10 台。

2000 年，永通从 300 平方米的展
厅起步， 到 2001 年拥有湖南唯一一
家标准的奥迪 4S 店；从扎根四方坪，
到全省布局。 弹指一挥间，永通集团
已经从一个单一的汽车销售商发展
为综合的汽车服务商。

“打造百亿企业， 打造百年老
店。 ”蒋宗平的梦想穿插着数字与时
间。 在前进的道路上，蒋宗平总能在
关键时刻抓住关键机会，实现企业的
飞跃。 当市场还是一片荆棘，蒋宗平
敏锐地发现了创业的契机，率先举起
品牌专营的冲锋大旗；当对手满足于
背靠大树好乘凉，急于瓜分市场蛋糕
之时，永通以“服务至上”建立起了规
范的市场准则；当别人还在为销售汽
车大打价格战时，永通建立了产业链
的发展模式， 重点打造汽车后市场；
当其他人还在独守长沙市场时，永通
又早已布局市州汽车市场。

不仅仅是百亿企业，在蒋宗平的
眼里，“永通最终要成为百年企业，让
所有员工活得有尊严。 ”蒋宗平将自
己的事业与员工的脸面系在一起，很
质朴，很不凡。

首要任务 员工满意

在任何一本讲述成功的个人传

记里，你永远看到的真理就是：“客户
第一，客户才是上帝”。 但在蒋宗平的
成功史里， 一直支撑着永通集团，并
源源不断输入动力的，恰恰是蒋宗平
坚持的“员工第一”原则。

“在和厂家领导见面时，我曾说
过 ‘你们不要老是强调客户第一，在
厂家眼里，应该是经销商第一，客户
第二，厂家第三，在我这里，员工是第
一位的，客户才是第二位的。 ’”蒋宗
平对待员工，有他自己的信条：关心、
爱护、呵护。 “领导来做决策，员工和
中层班子则扑在业务一线，没有对公
司的热爱和忠诚，这一点是绝对做不
到的。 ”

在蒋宗平看来，让员工有尊严，
是推动企业不断向前的原动力。 “但
凡是进到我们永通集团的人员 ，基
本上没有再跳槽的！ ”在永通公司，
有一位办公室主任父亲生病了 ，需
要一笔钱做手术， 考虑到这位办公
室主任收入水平， 蒋宗平亲自带队
拿了 10 万元钱送过去。 部队出身的
蒋宗平并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 ，
在记者的再三追问下， 他才说出了
这件事， 但他对员工关心和爱戴的
感情溢于言表。

除了员工第一的原则，蒋宗平把
员工当做自家人看。 “我是禁止员工
不走地下通道直接横穿马路的，逮到
一次罚款 200 块。 我的员工都是我的

家人， 你要是横穿马路被车撞了，你
父母怎么办。 你没法跟父母交代就是
没法跟我交代。 我所有的员工我都当
他们是我自家兄弟姐妹，谁有困难我
都会帮。 ”遇到这样的老板，重情重义
至此，已经不单单只是“以德服人”这
么简单。

蒋宗平总结到， 想要留住人才，
就一定要给予员工物质奖励，同时给
员工上升空间和通道， 最关键的是，
一定要做到团队内人人平等。

品质为真 服务为先

“以人为本，细致入微”是服务行
业的不二诀窍，说起来简单，做起来
却实属不易。 西方有学者调查发现：
人的习惯是，在某一段时间内只会专
注一件事情。 永通也有个习惯，每年
都会提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特色年”。
比如， 今年蒋宗平又提出了品质年，
就是在细致服务上，把服务品质做得
更好。

除了做到客户要求的，还要给客
户想不到的体贴和惊喜。 “客户把车
拿到永通来维修、保养，有时候需要
等几天，我们都准备好了零钱，给客
户报销来取车拿车的的士费，客户有
需要还可以开公司的车出去用。 客户
饿了，永通食堂提供简餐，两荤一素
一汤。 不是吹牛皮，永通食堂的饭菜
出了名的好吃。 ”蒋宗平如是说。

除了这些细致服务外，他还要求
销售顾问去研究客户买车前、 买车
时、买车后的心理和情绪变化，以此
提高服务的品质。 我们发现了个细
节：永通规定交车的时间一定要做足
1 小时。 蒋宗平的理解是：“卖车的，

兴奋点就是客户买单的时候，可人家
买车的，兴奋点是提车的时候。 跟人
家讲解清楚， 车钥匙应该放哪里，指
示灯都是什么意思， 都有哪些功能，
有哪些注意事项， 把服务做得更好。
服务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

“永通从 1999 年正式涉足汽车
维修这样的售后服务环节，时至今日
维修产值已经突破了 7 亿元。 而永通
旗下包括奥迪、奔驰等品牌 4S 店，单
店售后维修产值就已经过亿元。 在长
沙的经销商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
永通一家。 ”蒋宗平说，这也是永通以
后重点发展的地方。 我们集团今年的
主题是“品质年”，就是要把员工的品
质、服务的品质更上一层楼。

在省内汽车业界，永通已经成长
为服务标杆。 其品牌效应及优质服务
有口皆碑，这也成为奠定永通集团湖
南汽车江湖老大地位的根本。

“我们卖的不是车，我们卖的是
服务，永通将把服务触角延伸到购车
前后的每一个细节。 ” 蒋宗平认为，
“我们过去的理念是以销售带动服
务， 现在则应转变为以服务带动销
售。 ”

蒋宗平的“永通梦”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在湖南车市，有一个企业不得不提———湖南永通汽车集团。
在湖南车市，有一个人不得不赞———湖南永通汽车集团董事长蒋宗平。

湖南永通汽车集团董事长蒋宗平。

凯美瑞·尊瑞外观。

i-MiEV 外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