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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海诚信汽修联盟
召开年会
□记者 解元利

3月5日，林海诚信汽修联盟2014年年会在郑州召开，
来自全省各市地的百余家汽修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回顾发
展历程，探讨汽车后市场的竞争新形势。

与会的不少行业专家都表示，林海诚信汽修联盟，这样
一个民间组织对推动我省汽修行业诚信经营、抵制行业不
良作风方面做了不少的贡献。林海诚信汽修联盟理事长贾
水林表示，汽车后市场这两年发展迅速，无论是销售还是服
务模式都在不断地发生着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大鳄”资
本也在进入到这个行业，对于很多本土的中小汽修企业而
言，如何应对市场的变化已成为当前面临的迫切问题。

沃尔沃汽车：
车内空气质量体验家庭日
□记者 解元利

3月8日下午，河南锦堂盛和郑州中沃分别在展厅举办
了“享北欧空气 携亲子同游”沃尔沃车内空气质量体验家
庭日,沃尔沃Drive-E“E驱智能科技”的发布活动，同时，
河南锦堂盛还召开了“2014年郑开国际马拉松·沃尔沃亲
子马拉松赞助活动”新闻发布会。

看似是三个不同主题的活动，实则是在共同阐述着沃尔
沃不断进取的造车理念：安全、环保、健康。活动当日，沃尔
沃专业人士对沃尔沃汽车的车辆性能原理进行了详细的讲
解，并以别出心裁的方式向到场嘉宾诠释了沃尔沃汽车的
安全环保健康理念。与此同时，主办方还请来了儿科专家
为到场的家长讲解，面对雾霾天气时，该如何科学地应对来
保障家人的健康。

江铃股份:低调进取稳健前行
——中国主流媒体汽车联盟走进江铃股份

阅读提示 |
在汽车行业，江铃

股份是一个低调而有
内涵的企业：低调到与
福特合资近二十年从
来不扯大旗，不事张
扬；说有内涵因为它是
汽车行业业绩优良的
上市公司之一，并在多
数参与的细分市场领
域表现非凡。带着对
这个特立独行者的好
奇，3月9日，中国主流
媒体汽车联盟走进江
铃，参观了生产厂区
并进行了高端交流,更
深入探讨了其发展战
略和产品布局。

2013 年 12月，福特再次增资江
铃，持有江铃汽车的股份达到了32%，
引发一波汽车股行情大爆发。当然这
只是表象，福特对江铃真正地看好才
是根本。当我们走访刚刚投入运营的
江铃小蓝新基地时，就更清楚地看到
江铃股份对未来有着宏伟的规划。

在小蓝新基地，我们看到了一个
总规划用地2000亩、总投资超过40亿
元的现代化汽车生产基地，相当于在
更高的水平上再造一个江铃。2013年
6月，全球第700万辆福特全顺下线仪
式定格于此。

根据福特中国的“1515战略”，到
2015年将在中国推出15款新车。福特

的一款全新SUV，作为首款落户江铃
股份的福特品牌SUV产品，也将在这
里投产。根据公司公开的信息，未来落
户江铃小蓝新基地的还将有福特新一
代轻客，而远在太原的江铃重汽，福特
发动机项目已开工。

除了福特产品的直接注入，江铃
股份运用福特产品开发技术、流程，在
前些年已经打造了中国最成功的合资
自主品牌。自江铃的商用车步入“后五
十铃时代”，其新推出的驭虎皮卡、凯
锐800轻卡及SUV驭胜S350, 都是
江铃股份开发的合资自主品牌的产
品，这些产品既按照福特标准研发流
程，又遵循福特严苛的质量体系。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
现，江铃股份的扩张战略主要集中在
SUV领域。江铃股份的SUV战略，可
以概括为“三部曲”：以江铃驭胜S350
作为探路,福特品牌SUV的导入奠定
江铃SUV的高端定位，然后再推出都
市型SUV全面收获市场。

2010年底，江铃股份推出了驭胜
品牌，试水SUV市场。其首款产品一
来就是高大上的非承载式车身全领域
SUV。了解的人都知道，该品类涵盖
了SUV中最先进的技术与性能。还有
不得不承认，因为是江铃新推出的品
牌，驭胜S350的知名度还不太高，但足
够吓你一跳的是，在中国生产的非承
载式车身SUV领域它悄悄地进入了销

量前三。接踵而来的是福特品牌SUV
（J08），这是福特充实江铃股份产品线
的一大举措。

江铃股份非常清楚SUV最大的细
分市场是都市型SUV。江铃的都市型
SUV新品也呼之欲出，只是江铃希望
稳扎稳打地走好SUV战略的每一步：
发展技术，然后提升品牌，再扩张规
模。而这一系列步骤中，穿插着福特
产品与合资自主品牌产品的组合拳。

2013 年,江铃销量已突破 23万
辆，销售收入过200亿元；2014年,江
铃联手福特，一只手牢牢抓住有竞争
优势的轻型商用车市场，另一只手规
划着前程远大的SUV等领域，稳健前
行，并将销售目标定在了28万辆。

静水深流 磨刀霍霍

SUV布局 值得期待

□记者 史歌
市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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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

工商咨询

●低快10万-2亿13526626508
●低价注册增资15729360056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低价注册增资15937198373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工商快办13027740569
●各类资质专办13613868402
●工商注册年检增资60583056
●10万-2亿注册增资86540079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低价注册●记账18638945265
●代办公司、记账55129520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低价注册记账13526836804
●公司注册★代账55521233
●专办生产企业工商86560456
●数据分析师认证65585558
●专办房产资质18638283722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公司注册记账13721433282
●工商注册13253362163王
●注册变更记账15003870908
●增值税海关食品证66364166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公司注册低快13333869335
●办公司●代账15639766279
办公司15138923811
“ 资质■专办 ”
房建●装饰● 环保 55812059
水利● 防腐●门窗 55812060
机电●防水●通信 55812061
市政●园林●送变电 55812062
公路●幕墙●钢结构 55812063
矿山● 照明●房地产 55812064
各类资质升级、增项 55812065
专业、快捷、高效、诚信

【资质★快办】
房建●门窗●照明53757012
市政●管道●防水53757013
公路●装饰●防腐53757014
水利●园林●环保53757015
矿山●通信●送变电53757016
快办各类二升一资质55827981
各地市资质升级、增项55827992
诚信第一、效率第一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34699
房地产、物业园林66334799
电力机电市政装饰86107088

“专办■资质”
房建●装饰●管道87565689
市政●机电●公路87565690
房产●园林●劳务87565586
钢构● 环保●防水87565585
多年专业诚信服务，不成退款！

“专业办资质”
代办全省各类资质申办升级

房产●园林●物业66206288
房建●装饰●公路66282988
市政●矿山●环保66210688
机电●劳务●钢构55828213
防水●防腐●桩基55828353
诚信、专业、高效、速度！

“总承包专办”
全省各地资质申办升级增项

房建/市政/公路：66039766
水利/矿山/机电：66039877
装饰/防水/防腐：66039788
劳务/钢构/桩基：66285267
送变电/智能化：66283267
管道/环保/照明：66285276
房地产物业/园林：66283276

资质办理成功率100%
置业实业投资

公司低快注册13333869335

“总承包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55613335
水利●通信●矿山55613336
机电●照明●钢构55613337
装修●防水●防腐55626663
环保●管道●门窗55626665
房地产●劳务●园林55919993
专业高效，不成退款！

《 100万-2亿注册
15538353567》
《资质专办》

房地产●劳务13937154075
医疗●物业15333866516
【资质■专办】
房建◆公路◆矿山55616781
水利◆电力◆通信55657771
市政◆钢构◆环保55657772
机电◆照明◆防水55657773
门窗◆地基◆管道 55612258
房地产◆园林◆劳务55616859
资质升二级◆升一级55657770
专业高效，不成退款！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860990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988
钢构◆消防◆电力86099688
机电◆照明◆环保86099288
装饰幕墙◆智能化86099188

13年真诚服务！

鑫汇工商资质
快办各类工程资质，升级动态

考核，安全生产许可证及人员

培训。65901419 65901473

■地市专办■
房建●市政●公路63617399
水利●机电●矿山63610399
钢构●照明●门窗63512839
防腐●防水●环保63512881
房地产●园林●物业63512977
土石方●地基●管道63697099
劳务分包●安全证 63698266
■工商快办■

大额公司注册86172660
大额公司增资86172662
■全省资质■

房建﹒市政﹒公路55029350
钢构﹒房地产﹒装修55029351
门窗﹒照明﹒机电55029352
■资质快办■

建筑总承包56760297
建筑专业承包56760287
资质升级增项13303867109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工商资质▲

公司注册代账18638527200
各类资质快办18638247300
部厅●二升一

房建●公路●市政63830333
园林●钢构●装饰63838000
机电●通信●电力63863366
矿山●水利●环保63858899

13年真诚服务！

电力资质特办
承装●承修●承试86099988
机电●送变电工程86099088
建筑资质快办

总承包●专业承包65347177
增项●升级●劳务63319968
各类建筑资质13783456981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资质低价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装修·物
业新办·增项·升级65593711
资质工商快办

大额公司注册增资55053903
房地产●房建●公路●市政

园林●钢构●装饰●机电物业

等省内建筑资质13253378388
注册60967818
办公司办投资
8888 7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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