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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4 月 7 日长沙市高三及部分
初三年级学生返校上课，湖南省的开
学复课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为积极
响应国家号召，创新“互联网+教
育”模式，4月9日，在湖南省委网信
办、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指导
下，广汽三菱携手湖南红网、“我是接
班人”网络大课堂，广汽三菱“伴你
成长”公益课堂在湖南红网演播厅正
式启动。本次公益课堂项目，旨在推
动新时代互联网教育体系建设，助力
学子健康成长。

探索教育新形式
拓宽学子文化视野

湖南是教育信息化 2.0 试点省，

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正将“互
联网＋教育”推向新的阶段。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让家庭教育成为了众多
学子家庭的痛点。广汽三菱作
为 “ 汽 车 湘 军 ” 领 军 品 牌 之

一，携手湖南红网、“我是接班人”网
络大课堂，共同启动了广汽三菱“伴
你成长”公益课堂系列活动。

4 月-6 月，广汽三菱“伴你成
长”活动将采取“线上公开课+线
下讲座”深度融合的形式，汇聚名
校优质教师资源，精选中小学、汽
车工业知识等多种课程，从源头上
确保教程内容的权威性和严谨性，
充分满足学生与家长的多样化教育
需求。

简短的启动仪式后，广汽三菱
“伴你成长”公益课堂首课随即开讲。
长郡中学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梁琪老师讲述了 《如何有效
陪伴》，针对近期热议的家长如何有效

陪伴孩子的生活、学习提供了有益指
导。课程通过时刻APP全程直播，直
播间内的观众数量突破了 400 万，引
发学生家长强烈共鸣。

据介绍，广汽三菱和湖南红网后
续将联合教育名师送出 7 场线上精品
公益课程，直击学生成长过程遇到的
小升初、中考、高考等难点、痛点问
题。同时，广汽三菱还将运用企业的
本地强势资源，组织劳动实践和爱心
送考等系列活动，持续关注和关爱学
子。

传递教育力量
谱写爱心新篇章

自成立以来，广汽三菱一直关心
关爱青少年成长，服务良好的社会环
境共建。在积极践行各类爱心公益活
动的同时，企业更高度重视儿童公益
教育。从学校走进工厂的义务实践教
育到每年六一联合芒果 V 基金的“安
全童行”，从联合湖南卫视关爱留守儿

童的 《让世界听见》 到共建儿童友好
型城市的“益跑长沙”，广汽三菱践行
着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在公益的道
路上与孩子们共同成长。本次“伴你
成长”公益课堂的开展，以“互联
网+教育”的形式，打破教育资源共
享壁垒和时空限制，创新社会教育，
拓宽教育实践的多样性，帮助青少年
全面发展。此举进一步彰显了广汽三
菱在非常时期的企业担当，揭开广汽
三菱公益行动的新篇章。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
一把火”，广汽三菱“伴你成长”公益
课堂只是企业公益行动的一次积极探
索。未来，广汽三菱将持续关心儿童
成长，关注教育之本，继续传承教育
支持的火把，将用户、企业和社会三
者关系有机结合，利用自身优势实现
知行合一，为大众创造向往的美好生
活，向社会传递企业积极向上的正能
量，成为消费者信赖的“SUV 生活
家”。 (谭遇祥)

汇聚教育力量 成就美好未来
——广汽三菱“伴你成长”公益课堂温暖启动

广汽三菱邀请车主家庭参加亲子活动。

广汽三菱“伴你成长”公益课堂启动仪式。广汽三菱向大托希望小学捐赠爱心物资。 广汽三菱“寻找美丽乡镇”活动，为孩子们送去学习物资。

务必实名制入场，所有人员务必
全程戴口罩，展馆各部位消毒务必落
实责任人，活动场地务必严格限制人
数……笔者获悉，2020湖南汽车展览
会暨首届长沙市汽车消费节筹备工作
进展顺利，尤其在疫情防控举措方面
扎实到位。活动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疾控专家的专业指导下多方协
力，各项筹备工作更加科学、严密，
无论是施工人员、工作人员还是观展
人员，都将做到身份必问、信息必
录、体温必测、口罩必戴、消毒必
做、突发必处，为市民呈现一场安
全、安心的“车市首展”。

车展人多人杂
非绿码一律禁入

时间紧，任务重，意义大！4月
30日-5月5日，2020湖南汽车展览会
暨长沙市首届汽车消费节将在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湖南广电旁）举办。这是今
年国内首个恢复的大型汽车展会，长沙
作为“中国最具竞争力会展城市”，也
成为全国率先恢复会展业省会城市。

特殊时期办展，必须采取特殊应对
措施！据了解，本届车展筹备工作严格
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要求推进，呈现精彩
与实惠的同时，也将带来全方位的安全
保障。日前，来自长沙市卫健委、市疾
控中心的专家从专业角度对车展筹备工
作细节给予了专业指导。“有专家的指
导意见，我们筹备工作中的防控措施更
科学，防控手段也更严密了。”车展组
委会工作人员如是说。

车展作为大型展会，持续时间长，
参与人员多，人员身份杂。据介绍，从
开始入场布展到车展结束撤展，整个时
间跨度长达半个月，涉及展具运输人
员、现场安装人员、展会工作人员、社
会志愿者以及广大观展市民。

在施工布展期间，无论是哪家参
展企业人员，无论在现场逗留时间长
短，但凡需要进入展馆都必须严格登
记身份信息，对于来自重点区域的人
员还查验相关健康证明。“车展结束后
进场撤展的施工人员，同样需要登记
身份信息。”车展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人的管控将做到一个也不漏、
一个也不松。

为做好实名制入场，有效实现人
员信息追溯，2020湖南车展首次执行
实名制购票。所有参展市民需持身份
证和门票现场验证身份信息后方可进
入展会现场。“包括赠票，也需要现场
绑定身份信息，进行实名登记。”组委
会工作人员介绍，为了确保安全，所
有进场人员还需出示疫情防控行程卡
和健康码，“非绿码，一律禁入！”

红外测温、全程戴口罩
逛展安心

疾控专家建议，为有效实现防控
效果，保持恰当的社交距离是必须措
施。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为了避免
历届车展人群拥挤情形出现，今年将
一方面实时监控入场人数严格错峰限
流，另一方面在入场环节设置地标提
示线、引导蛇形排队，确保间距 1.5
米以上。在排队现场也将首次引入红
外测温机器人，安检时即可完成无接
触测温，而且耗时短，发现异常情况
还能自动报警。

“逛展期间，建议市民全程戴口
罩，工作人员要全场巡视并积极劝
导。”疾控专家表示，作为切断传染源
最有效的防护手段，口罩在将成为本
届车展必不可少的物资。组委会工作
人员介绍，车展筹备阶段已采购了充
分的口罩备用。另外，也向参展车商
积极宣讲了相关防控要求，并将在开
展前夕对现场工作人员进行集中培
训，确保所有人员进入会场展区全程
戴口罩、保持安全交谈距离。

“建议设置就餐专区，并错时用
餐。”针对疾控专家的建议，组委会工
作人员表示，将在车展现场设置就餐
区域，划定就餐位，避免面对面就
座，严格控制间距，并合理安排各单
位用餐时间，有效减少人员聚集。

科学精准消毒
配备一次性手套

“公共区域、展台区域等，都要安
排专人进行科学的消毒。”疾控专家表

示，不同区域的消毒措施也不一样，务
必落实相关责任人，严格按照相关程序
执行到位。车展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组委会已经制订了车展期间科
学的防控执行方案，安排了专人负责，
并准备了足够的消毒、防护物资。

为了让消毒和防控工作科学、精
准，组委会根据长沙市卫健委、长沙
市疾控中心的防疫专家建议，筹备工
作更科学、更专业、更具可执行性。
比如，针对展车门把手、方向盘等容
易触摸的地方，一方面要进行及时的

擦拭消毒，另一方面也将为观展群众
提供一次性手套。

“将根据疾控专家给出的建议，把
疫情防控工作做实做细，将‘中国车
市第一展’办得安全又安心。”2020
湖南车展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
届车展筹备工作始终把疫情防控摆在
首位，既制订了详细的疫情防控工作
方案，也将在专业人员、专业设备、
专业指导等方面不断完善，让市民放
心出门、安心逛展、舒心消费。

（喻志科 刘宇慧）

4 月 11 日，湖南吉利地产车首
批政府补贴兑现暨交车仪式在吉利
湘潭基地举行。湘潭经开区党工委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湘潭综保区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兼） 黄
韧，以及吉利汽车集团领导、经销
商代表等人亲临交车仪式现场，将
吉利缤越、全新远景钥匙交付到车
主代表手中。这也意味着首批“汽
车救市”取得显著成效。3月 1日湘
潭成为 2020 年中部地区首个出台具
体政策鼓励汽车消费的城市。措施
实施以来，3月份便取得了终端环比
增长 256%的优异成绩，助力汽车消
费快速“回暖”。

本次交车仪式的成功举办，标志
着各方积极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发展
的系列措施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
悉，湘潭市委、市政府将持续联手吉
利汽车推出一系列促销措施，为吉利
经销商不断拓展新市场的同时，也让
广大消费者不断有惊喜，力争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

1-2 月份的汽车消费市场形势不容乐
观。3月初，湘潭市委、市政府快速
响应，凭借一系列的稳企稳岗、用电
等政策扶持和赋能助力的实施，助力
吉利湘潭基地复工复产。特别是湘潭
经开区发布《关于出台促进吉利地产
车在长株潭消费升级鼓励措施》，给
予指定车型吉利缤越、全新远景补贴
购置税3000元/台，率先打响了“汽
车救市第一枪”。

正是凭借政策的实施，迅速推动
了终端消费和企业信心，实现了当下
用户、市场、车企多赢的喜人局面。
自3月份该措施实施以来，便取得了
终端环比增长256%的优异成绩，3月
吉利远景、缤越在长株潭地区的订单
高达 299 台，实现终端交付共 246
台，其中远景终端121台、缤越终端
125 台，远景、缤越在湘潭地区 A0
级SUV和A级轿车细分市场3月份的
市占率均排第一。 （何尚武）

湖南吉利地产车首批政府补贴兑现

湘潭汽车消费快速“回暖”

非绿码一律禁入非绿码一律禁入、、红外测温红外测温、、科学消毒科学消毒

““车市首展车市首展””安心逛安心逛

1、身份必问。从布展阶段开

始，到逛展、撤展全过程中，所有

参加展会人员，包括施工人员、工

作人员、志愿者等，只要和展会工

作相关，都将严格核实身份，尤其

是来自重点地区人员更要经过严格

核查后，方可发放布展证、工作

证、出入证，从而在源头上确保车

展环境的安全。同时，在疫情防控

行程卡等大数据支撑下，对所有来

展人员严格查验健康码，只有绿码

才予放行。

2、信息必录。组委会要求，所

有参加展会企业工作人员都必须登

记身份信息，所有进馆参观人员也

必须在购票、入场环节持个人身份

证完成实名制登记。即便是部分赠

票，持票人员进场前也需要完成实

名登记。

3、体温必测。所有进馆人员要

经过两次体温测量，其中一次在场外

人工测温，第二次在进行安检时同步

经红外测温机器人测温，正常情况下

方可继续前行；本届展会首次引入红

外测温机器人设备，既可准确获取人

员体温信息，发现异常体温自动报警

提示，而且全程无接触、耗时短，不

会造成人员排队滞留。

4、口罩必戴。作为特殊时期举

办的一场特殊车展，所有进入会场

人员必须佩戴口罩。届时，组委会

将调配一批口罩备用，同时要求所

有参展车商工作人员严格按规定要

求佩戴口罩。

5、消毒必做。场馆方对公共卫

生间、过道、走廊、就餐区等公共

区域，将安排专人负责，严格执行

每天至少 3 次消毒；展馆、展台位

置也须在每天开馆前、中午人员较

少时、下午闭馆后进行三次消毒；

所有现场工作人员也将做好自身防

护和相应的消毒措施。

6、突发必处。场馆现场设置了

医疗服务点，若现场发现发热人员

以及来自重点区域的人员，将按应

急预案予以现场处理。

车展期间疫情防控“六个必”

湖南吉利地产车首批政府补贴兑现暨交车仪式。 吉利汽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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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车展组委会供图

广汽三菱副总经理向毅发言

(本文图片均由广汽三菱提供)

广汽三菱的工作人员给希望小学的孩子们上体育课。

往届湖南车展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