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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0 日，第十八届广州国际汽
车展览会以“新科技，新生活”为主题正
式开幕。广汽三菱携旗下车型悉数亮
相 ，并 发 布 了 以 客 户 为 中 心 的“M-
SPACE”数字化服务平台以及 2021 款
奕歌燃情版，通过服务和产品双线并
举，赋能数字化未来，探趣汽车生活。

构建“M-SPACE”数字
化服务平台，以价值赋能未来

当前数字化浪潮正席卷全球，快速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写着消费者
与品牌的沟通方式与身份，从产品“消费
者”变为品牌“共创者”。为了更好地与
消费者沟通，从今年起，广汽三菱响应广
汽集团“十四五”规划数字化转型战略，
启动了营销体系变革。核心举措就是以
客户为中心，全力打造数字化服务体验。

广州车展新闻发布会当天，广汽三
菱执行副总经理李曲明正式发布广汽
三菱“M-SPACE”全新数字化服务平
台，并宣告广汽三菱“M-SPACE”APP
正式上线。

“M-SPACE”的“M”，代表“我的”
（MY）和“三菱”（MITSUBISHI），寓意
“M-SPACE”为喜爱三菱的忠诚用户而
来；“SPACE”寓意包括线上社区与线下
触点的全端体验空间。借助数字化技
术，广汽三菱“M-SPACE”全新数字化
服务平台将紧密联结品牌与用户，推动
企业从经营“产品”向服务用户和粉丝
转变，使广汽三菱成为一个更有温度的
品牌，实现高质量发展。

此次上线的“M-SPACE”APP，不
仅是一个创新数字化服务的线上体验平
台，更是广汽三菱为粉丝倾心打造的潮

流社交阵地，聚合了品牌活动、优惠信息
等即时资讯，并为粉丝提供线上看车、选
车、买车、用车“一站式”自助服务。值得
一提的是，“M-SPACE”APP 还构筑了
线上圈层互动社区，邀请三位品牌挚友
——知名演员郑罗茜、明星主厨林述巍
以及知名摄影师储卫民（Thomas）入驻
并开通个人主页。车展当天，三位品牌
挚友为“M-SPACE”数字化服务平台站
台打 CALL，现场气氛热烈，精彩不断。
未来广汽三菱还将邀请更多圈层实力大
咖入驻，与粉丝零距离互动。

广汽三菱打造“M-SPACE”数字化
服务平台的底气，源于自身优势。众所
周知，三菱在国内拥有众多车友会及忠
诚粉丝，他们生性热爱分享、乐于探索，
而“M-SPACE”APP 正是一个充满魅
力的粉丝聚合平台。在这里，粉丝可以
打造属于自己的个性空间，享受品牌文

创的潮品，也可以在不
同的城市主题中领略
城市的独特魅力，邀请
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加入，一
起互动分享，充分感受广汽三菱探索与
乐趣的品牌文化。

围绕粉丝生活方式，今年下半年，
广汽三菱开展了一系列线下创新营销
活动，广受粉丝好评。延续传统实体优
势，“M-SPACE”数字化服务平台也将
打造三菱用户专享的线下空间，围绕车
友举办一系列公益、营销等品牌活动，
让菱粉们沉浸式体验三菱文化，近距离
见证品牌魅力，在一场又一场的车友活
动中切身感受广汽三菱的品牌温度。

发布 2021 款奕歌燃情
版，刷新四驱SUV价值标杆

打造全新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同时，

本届广州车展，广汽三菱还响应粉丝期待

发布了奕歌全新入门四驱版本——2021

款奕歌燃情版，官方售价：16.78万元。

自 2018 年上市以来，奕歌凭借全

新设计语言、领先驾控性能、越级智能

安全等优势，俘获众多潮流都市青年的

青睐。此次上市的 2021 款奕歌燃情

版，传承与EVO一脉相承的S-AWC超

级全轮控制系统，以极具性价比的售价

突破主流四驱价格区间，刷新四驱SUV

价值新标杆。此外，广汽三菱还采纳用

户建议，为粉丝定制容积增加近 60L的

车后备箱，新增后排空调出风口和后排

USB口等人性化设计，满足消费者对高

价值和高驾趣的双重追求，彰显广汽三

菱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满满诚意。

与此同时，为了切实回馈广大消费

者，广汽三菱还准备了一系列惊喜福

利。11 月 30 日前：订购欧蓝德首付仅

需 1.28万起，月供低至 2800元，广汽三

菱品牌二手车换购/增购欧蓝德可享补

贴 18000元，其他品牌车型置换欧蓝德

至高享 7000 元补贴，限牌城市至高

9000元；订购奕歌首付低至 1.08万起，

还享有 1年 0息 0月供、2年 0息等多种

灵活金融政策，广汽三菱品牌二手车换

购奕歌可享至高 6000 元补贴；订购新

劲炫首付低至 8000 元，同时畅享 18 期

0 利息、日供低至 2.8 元等优惠政策；此

外，欧蓝德、奕歌、新劲炫三款车型均可

享受其他灵活方便的金融礼遇（详情请

咨询当地经销店）。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2020 年是

“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的

布局之年。广汽三菱总经理一木雅实表

示，面向 2022 年，广汽三菱正积极推进

以客户为中心的中期规划，大力开展品

牌改革和营销创新，与用户建立更深的

情感共鸣；同时加大车型推出频率，每年

计划至少推出 1 款新车型。此次“M-
SPACE”全新数字化服务平台的发布与
2021款奕歌燃情版的上市，正是广汽三
菱中期规划有序推进的重要体现。

以点穿线，连线成面。在品牌焕新
元年，广汽三菱围绕消费者价值战略，
打出了“服务＋产品”的漂亮组合拳，走
出了一条独具风格的品牌价值升级之
路。在未来，广汽三菱将为消费者带来
更前沿、更具乐趣的汽车生活，创造更
多有活力、有温度的品牌体验，为“十四
五”中国汽车产业发展蓝图增添浓墨重
彩的一笔！ （谭遇祥）

探趣无限 赋能未来
广汽三菱广州车展发布广汽三菱广州车展发布M-SPACEM-SPACE数字化服务平台及数字化服务平台及20212021款奕歌燃情版款奕歌燃情版

扫描二维码或前往各大应用市

场搜索“广汽三菱”，下载 APP 客户

端驭见更多精彩。“M-SPACE”APP页面。

知名演员郑罗茜、明星主厨林述巍、知名摄
影师储卫民入驻M-SPACE。

广汽集团董事、广汽三菱董事长陈茂善（左四）、三菱汽车管理（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田成雄（左三）、广汽三菱总经理一木雅实（右
三）、广汽三菱执行副总经理李曲明（左二）、知名演员郑罗茜（右二）、明
星主厨林述巍（左一）、知名摄影师储卫民（右一）集体合影。

20212021款奕歌燃情版款奕歌燃情版

（本文图片均由谭遇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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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评论员

让劳动者得实惠、享荣光，是激发劳
动创造力的必由之路。在全国劳动模范和
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的好日
子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实现共
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强调要切实实现好、
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
谋利益，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
是党和国家的神圣职责，也是发挥我国工
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主力军作用最重要
最基础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保障劳动者
权益。从着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到健全劳
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和发展和谐劳动关

系，再到将就业列为“六稳”工作、“六保”任
务之首，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维护和发展
了劳动者各方面利益，捍卫了劳动者尊严，
也让勤奋做事、勤勉为人、勤劳致富在全社
会蔚然成风。实践充分证明，实现好、维护
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努力让劳动者
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我国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就一定能进一步焕发劳动热
情、释放创造潜能，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进
程中继续拼搏奋斗、争创一流、勇攀高峰。

开启新征程，扬帆再出发，我们尤须解
决好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
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
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解决
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
安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
题，不断提升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把稳就业工作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提高劳动者收入水
平，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劳动安
全卫生条件，使广大劳动者共建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以更有效的举措不断推进共同富
裕。要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迅猛发
展，采取多种手段，维护好快递员、网约工、
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要建立健
全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
怀送到困难群众心坎上，让他们感受到社会
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要坚持从群众多样化需
求出发开展工作，打通服务群众的新途径，
使服务更直接、更深入、更贴近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以服务群众实效打动人心、
温暖人心、影响人心、赢得人心。

保护劳动者、激发创造力，离不开制
度机制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
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完善政府、工
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健全
劳动法律法规体系，为维护工人阶级和广

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提供法律和制度保
障。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
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
开，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
动性、创造性。”不断完善相关制度，坚持
社会公平正义，排除阻碍劳动者参与发
展、分享发展成果的障碍，依法保障职工
基本权益，必定能更好激发我国工人阶级
和广大劳动群众劳动创造的智慧和力量。

国家建设是全体人民共同的事业，国
家发展过程也是全体人民共享成果的过
程。前进道路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让劳动者更有保
障、更有尊严，我们就一定能更好激发全
社会创新创造活力，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载11月
30日《人民日报》）

中国－东盟博览会会
徽上，美丽的朱槿花盛放，
11片花瓣绚丽多彩，象征
中国与东盟十国“凝聚、绽
放、繁荣”。为期四天的第
17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
峰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

凝 聚 人 心 、汇 聚 人
气，在东博会上，中国与
东盟十国共商合作发展、
互利共赢。与会东盟政商
界人士纷纷表示期待东
盟国家与中国深化经贸
合作，促进区域内互联互
通，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注入新活力。

今年以来，中国与东
盟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双
方历史性地互为第一大
贸易伙伴，前三季度双方
贸易额达4818亿美元。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
级版建设、《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签署等促进双方合
作发展迈上新台阶。

越南工贸部部长陈
俊英 28 日在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 10
周年专题论坛上致辞说，
RCEP 表明了参与国对多边贸易
体系的积极支持，有助于推动经济
一体化进程，并将为后疫情时代本
地区经济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由在华的新加坡工商业机构
与个人组成的中国新加坡商会一
直是中国与东盟合作发展的见证
者。该商会广西会长刘文添表示，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营销
环境逐步完善，更多新加坡企业加
大对华投资。RCEP和西部陆海新
通道都有利于新加坡发挥物流商
贸、科技创新方面的比较优势，区
域合作前景向好。

泰国正大集团副总裁曾劲松认
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互补性强，

资源匹配度高，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发展前景光
明，区域内各国将会有更
多的尝试和更好的发展。

中国大市场，区域好
机遇。东盟商品与服务输
入中国，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这是双向共赢的选择。
菲律宾驻华大使罗马纳表
示，RCEP 构成更广阔市
场，将带来更多交易机会，
促进更大范围内的自由贸
易，改善人民生活。

东博会上，琳琅满目
的东盟商品、来自多国的
参展商、人潮涌动的会场
便是区域发展向好态势
的最佳印证。

老挝参展商伦·宋沙
从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转战”东博会。航班周折、
防控隔离并未削减他参展
的热情。展厅中，老挝特色
家具的典雅芳香与老挝咖
啡的浓郁醇香交织弥漫。
宋沙表示，自由贸易为老
挝商品走进中国市场打开
一扇门，有利于促进两国
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

马来西亚乐家环球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罗

维坚说，中国是东盟国家的“好邻
居”，中国广阔的市场和活跃的经济
环境为东盟企业提供了发展平台。
今年是他第三次参加东博会，会上
他特意展出马来西亚特色咖喱产
品，希望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中国与
东盟山水相连、人文相通，友好交
往源远流长。中国与东盟通力合
作，为双方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
利与收获。

美美与共，相得益彰。中国坚
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努力与东盟
各国一道，为构建更紧密的中国－
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新华社南宁11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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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劳动者合法权益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重要讲话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记
者从国家航天局获悉，11月29日
20时23分，嫦娥五号探测器在近
月点再次“刹车”制动，飞行轨道
从椭圆环月轨道变为近圆形环月
轨道。

后续，嫦娥五号探测器将择机
实施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与轨
道器和返回器组合体的分离。着
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将进行月球
正面软着陆，按计划开展月面自动
采样等工作。

图为长沙市潇湘路沿江风光带，参赛选手正奋力奔走。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通讯员 周佩

“爸爸怎么还没到？”李思源在终点
吃着泡面，焦急地等待着。

11 月 29 日，2020 年长沙市第九届
全民健身节暨安利纽崔莱·2020长沙走
娃少儿健走大赛活力开赛，超3000组亲
子家庭、7000 多人毅行湘江畔，为全民
健身“代言”。

本次大赛毅行距离为13.5公里，起
点位于滨江新城市民中心广场，终点是
潇湘风光带风光足球场，设少将组（5至
7 岁）、中将组（8 至 10 岁）以及大将组

（11至13岁）三个组别。
13.5 公里的距离并不短，但娃娃们

的能量超乎想象，很多娃娃比强壮的爸
爸走得快多了。

湘江边上，10岁的李思源全程都在
奔跑，始终保持在第一集团，最终以1小
时10分59秒的成绩拿到中将组冠军。

“的确是冲着名次来的，但没想到拿
了第一。”李思源告诉记者，他从一年级
就开始踢足球，教练没事就让跑个 6 公
里，不过13.5公里还是第一次跑，“爸爸
虽然喜欢足球，但早就跑不过我了。”

第二次参加活动的杜鹰秋，用时 1
小时11分22秒完赛。排名大将组第3的
他，又一次将爸爸甩在了身后。有了去年
参赛的经验，杜鹰秋的妈妈周女士早早
开车赶到终点守候着。

“踢足球、跳绳、打篮球，我们的确蛮
重视孩子的运动锻炼。既是强身健体，也
是磨练他的意志。真的，除了打篮球，他
爸爸还真搞他不赢”，周女士指着杜鹰秋
骄傲说道。

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活动举办两

年来，“没有走不到的娃，只有拖后腿的
爸妈”早已成为众多小学班级群、家长群
中的热门话题。

据介绍，本次赛事是长沙市第九届
全民健身节系列活动之一，由长沙市体
育局指导，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湖南日报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湖南华声文化体育有限公司和放学后杂
志运营执行，安利纽崔莱总冠名。此外，
2020 年益阳走娃少儿健走大赛将于12
月12日在益阳东部新区鱼形湖畔开赛。

20202020长沙长沙走娃少儿健走大赛走娃少儿健走大赛

娃娃比娃娃比爸爸走得快爸爸走得快

嫦娥五号探测器再次实施制动
进入近圆形环月轨道飞行

湖南日报11月29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陈红）11 月 28 日 至 29 日 ，
2020 湖南·湘潭首届环法华山山地穿
越赛在湘潭市岳塘区举行。全省千余
名跑步爱好者热情似火，穿梭在青山
绿水间，开启一场运动观光融为一体
的赛事。

本次活动由岳塘区政府主办，比赛
分30公里组、15公里组、亲子组3个组
别。赛道以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湘潭盘
龙大观园和湘潭城区海拔最高的法华山
为核心，综合生态绿心森林步道、荷塘美
丽乡村示范片等户外游憩资源，通过“乡
村旅游+体育竞赛”的方式，充分展示大
美湘潭的自然风光，赛事累计爬升约
1600米。

经过两天激烈的角逐，向清、龚佩
分别夺得 30 公里组男、女冠军，修广
民、孙焕新分别夺得 15 公里组男、女
冠军。

岳塘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负责人
介绍，该区将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企业服
务、全民参与的多元合作方式，为市民提
供更多健身机会和旅游休闲生活方式，
挖掘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潜力，推进乡村
振兴。

首届环法华山
山地穿越赛湘潭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