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汽通用五菱为孩子们捐助的教学用品和学习用品 捐赠仪式

伙伴公益基金开启新征程 洛阳宏光车友帮扶助学

五菱、宝骏车队

麻延小学可爱的孩子们

7月27日，在上汽通用五菱伙伴公益

基金的支持下，上汽通用五菱洛阳车友会

带着爱心物品，前往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

河底镇城村小学、麻延小学，看望可爱的孩

子们，同时为他们修葺学校，增添教学设备。

早上 8 时，车队全部出发，经过两个

小时的车程 ，爱心车队抵达河底镇，城

村小学和麻延小学校方对爱心车队的

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在麻延小学安

排了捐赠仪式。麻延小学校长说：“尽

管学校的新校舍已经基本落成，但是因

为缺乏资金，学校一直没有购买教学用

品。这次上汽通用五菱车友会捐赠的

全新课桌椅、黑板、电脑等教学用品，为

学校以及师生解决了实际困难。车友

会带来的 500 册图书，也让孩子们能够

更好地接受教育，非常感谢他们。”此

外，洛阳当地政府部门也对上汽通用五

菱伙伴基金的持续爱心公益活动表示

赞赏，并对洛阳车友会筹办的此次捐赠

活动表示肯定。

据了解，洛宁县赵村镇麻延小学和城

村小学，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洛宁

县赵村镇东上村和东下村之间，两个自然

村有3500多口人，学校设6个教学班，有

学生247名，教职工13人。校舍、课桌教

具设施陈旧，教师和学生的宿舍是破旧的

土房，年久失修，大多成为危房，床板大部

分是由粗竹捆绑而成，凹凸不平。

洛阳宏光车友不仅为孩子们带来

了全新的教学用品和学习用品，同时也

为学校购置了无塔供水器，为简陋的卫

生间加上了防雨棚。

“当看到孩子们能够在良好的环境

中捧着心爱的图书，脸上绽放出灿烂的

笑容，我们从心里感到满足，这一切太有

意义了。”黄建平感叹到。

该活动负责人表示，洛阳宏光车友

会将这两所学校纳入到伙伴公益项目中

来，主要是希望更多人来关注这些孩子

们，关注他们的教育环境，“虽然我们的

力量很小，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播种‘小

爱’就能汇聚成‘大爱’，我们会坚持‘全

员公益’的宗旨，带动更多车主及团体参

与到公益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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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汽车经销商商会即将挂牌成立

反垄断首轮调查收网

吉利新金刚“一箱油穿越大兴安岭”挑战赛收官“皇冠杯”高尔夫北京站揭幕

车坛动态车坛动态

业界关注业界关注

日前，国家发改委召开新闻
发布会，对近期开展轰轰烈烈的
反垄断事件作出了官方回应。
据发改委新闻发言人李朴民的
公开表态，目前上海市发改委对
克莱斯勒、湖北省物价局对奥迪
的调查，已接近尾声。此外，国
家发改委近日完成了对日本 12
家企业汽车零配件垄断行为的
调查，并将依法进行处罚。

局部“收网”

“现已查明(克莱斯勒、奥迪)
两家企业确实存在垄断行为，近
期将会受到相应处罚。”李朴民
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此
轮反垄断调查的相关结果。

根据《反垄断法》规定，涉及
垄断的相关企业最高可被处以
上年度销售金额的1%以上、10%
以下的罚款。而奔驰、奥迪等豪
华品牌在国内销售额较大，因此
业界预测被处罚的车企可能会
面临巨额罚单。

持续发酵

据了解，国内《反垄断法》于
2008年开始正式实施，执行反垄
断的部门包括商务部、国家发改
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今
年6月份，商务部就下发了《关于
开展地区封锁行业垄断问卷调查
的通知》开展反垄断调查，主要针
对由地区封锁带来的行业垄断，

而此轮反垄断调查则直接向国内
高端进口车整车价格、配件价格、
售后市场等方面的垄断经营模式

“开火”。而与此前主要针对销售
区域的垄断调查不同的是，此次
国家发改委针对汽车行业的反垄
断调查主要集中在进口车型价格
虚高、汽车企业垄断零部件供应
渠道及售后价格虚高。

就在 6 月份商务部透出“将
审查汽车行业潜在垄断行为”的
信号后，先后有捷豹路虎、奔驰、
奥迪、克莱斯勒 4 家企业调整了
整车或配件价格。

随着反垄断调查结果和处
罚的出台，今后汽车行业的销售
行为将会进一步规范，一些“潜

规则”式的销售手段会有所收
敛。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家发改
委此轮反垄断调查范围的扩大，
未来日系、德系、欧系和美系等
众多豪华车品牌下调整车、配件
或保养价格的风潮将会延续。

倒逼市场

“此轮汽车行业反垄断调查，
对于国内豪华车市场而言是一个
纯粹的利好消息。”知名汽车行业分
析师贾新光认为，为应对反垄断调
查，国内主要豪华品牌汽车都有不
同程度的降价、下调维修保养等，这
都会缩减消费者的用车成本，刺激
豪华汽车的市场消费热潮。

不过，在多数豪华品牌经销

商看来，此次反垄断调查则是利
弊共生。“整车厂宣布降价，最直
接的影响就是利润。”一位豪华
品牌经销商表示，部分已经降价
的豪华品牌车企，目前正在研究
更新的经销商商务政策。

此外，有分析人士认为，反垄
断调查的深入展开，无疑也会使
豪华品牌进一步加强本土化战
略。此前，国内豪华车市场的发
展趋势已经明确显示，越是能深
入本土化的品牌，越能获得市场
先机。这方面最成功的实践者就
是奥迪。眼下，除德系三强（奥
迪、宝马、奔驰）外，捷豹路虎、凯
迪拉克、英菲尼迪、克莱斯勒等均
宣布了其本土化计划。 （余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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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一汽丰田CROWN皇冠品牌独家冠
名赞助的“2014 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
精英挑战赛”在北京举办，此次活动共吸引了
600 多位业余高球界爱好者的踊跃报名。与此
同时，2014 皇冠杯高尔夫媒体沙龙活动也在球
场外如火如荼地展开。

自 2007 年第一届“皇冠杯”成功举办以来，
“皇冠杯”已走过8年荣耀历程，目前“皇冠杯”正
式通过中国高尔夫球协会的注册，晋升为全国
业余高尔夫顶级赛事。今年，“皇冠杯”除以往
的城市精英挑战赛外，还针对高球爱好者及初
学者特别开办了“皇冠全民高球营”，赛事主赞
助商除在赛场内设置了一杆进洞奖——价值
469800 元皇冠 3.0L Royal Saloon 一辆，还有
10 万元高尔夫训练基金大奖等丰富的奖品，让

“皇冠杯”的比赛更加值得期待。
作为一汽丰田的旗舰车型，皇冠始终搭载着

丰田的最新技术，尤其是丰田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两项领先技术——VDIM车辆动态综合管理系统
和G-BOOK智能副驾，这两项领先技术集中展现
了皇冠“智能”、“运动”、“舒适”的商品优势。

据了解，“2014皇冠杯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城市
精英挑战赛”在北京站结束后，还将在成都举办选
拔赛，并将在年底进行年度总决赛。 （李骏驰）

8月6日，经过一个多月的全国海
选、漠北晋级赛、终极挑战赛的激烈
鏖战，吉利新金刚“一箱油穿越大兴
安岭”节油挑战赛收官仪式在呼伦贝
尔完美落幕。最终，来自青海西宁的
选手陈有才凭借百公里 3.98L 的成绩
不仅成功穿越了大兴安岭，荣膺吉利
新金刚“节油王”称号。与此同时，参
加决赛的 10 名选手平均百公里油耗
也仅为4.37L，全面验证了吉利新金刚
的节油“真功夫”以及良好的操控性
能，凸显了吉利汽车以用户为中心，

不断追求最安全、最环保、
最节能好车的造车理念和
使命。

自 6 月底正式启动以
来，吉利新金刚“一箱油穿
越大兴安岭”节油挑战赛，
吸引了全国上万名车主的
踊跃参与，并最终决出吉利
新金刚“节油王”，赢取万元
油卡大奖。

大兴安岭位于中国最
北端，寒温带大陆性季风

气候和崎岖的山脉地势都在考验着
新金刚的车辆性能。活动中，选手
们不仅真真切切地体验了一把吉利
新金刚的节油性能，而吉利新金刚
在复杂路况表现出来的皮实耐用、
卓越动力更是让参与者赞不绝口。

吉利金刚是吉利汽车发展历史上
的一款功勋产品，自2006年上市以来，
凭借结实耐用、经济省油、高性价比等

“真功夫”，赢得了60万消费者的信赖，
成就了经典国民家轿的标杆地位。

作为本次活动的主角，全新升级

的吉利新金刚在继承金刚产品皮实
耐用、节油、高性价比等优势的同时，
注入了更多年轻、时尚、动感的元素，
新金刚以金刚三厢、两厢、CROSS 三
款车型的家族化面貌强势回归。在
动力配置方面，吉利新金刚采用了全
新的 JLB-4G15DVVT 发动机，这款发
动机采用了进排气双可变气门正时技
术，对进排气的双重精确控制，使车辆
动力突出的同时，尽显“省油功夫”。
新金刚最大功率可达75kW/6000rpm，
最大扭矩 141N·m/4000rpm。轻量化
材料的运用更让吉利金刚发动机拥
有 5.6L/100km 超低油耗。与之匹配
的进口 JATCO-4AT 变速器，技术成
熟，换挡平顺。

分析人士指出，体系化回归的新
金刚家族是吉利品牌战略的一部分，
也是吉利布局 AO 级车市场的重要产
品。此次“一箱油穿越大兴安岭”活
动既验证了新金刚一如既往的可靠
品质，又将吉利的新品牌战略推向前
进，可谓塑造吉利汽车品牌新形象的
重要一役。 （本报记者 李涛）

近日，由河南省商务厅主管，50余
家河南省汽车经销商及相关行业的企
业、团体和个人共同倡议发起的《河南
省汽车经销商商会》（以下简称商会），
经河南省民政厅、河南省民间组织管理
局（豫民社）名称预核[2014]第14号审
核批准注册登记，目前商会筹委会已经
正式启动商会成立前的筹备工作。

随着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壮大，
汽车销售市场亟待整合化、规范化、健
康化；汽车经销商的目标也不断向整
合行业资源、树立行业形象、承担社会
责任的方向扩展。在此背景下，河南
省汽车经销商商会应运而生。并将在

河南省商务厅领导、河南省民政厅民
间组织管理局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下，规范河南汽车市场，依法维护广大
会员的合法权益。

商会在国家汽车产业政策的指导
激励下，将全力为全省汽车经销商们提
供包括汽车金融、汽车保险、理赔勘查
授权、企业人才培养、企业文化提升、品
牌促进发展、高端客户资源引入、广告
资源整合等在内的超值服务，并通过广
泛建立与各大银行的关系，为企业提供
系统的金融服务；通过纵横向的交流和
上下游的对接，搭建起政府、厂家、经销
商和客户之间桥梁。 （建华）

东风风神荣登2014J.D.Power中国品牌前三甲

日前，国际权威第三方评测机构
J.D.Power 亚太公司发布了 2014 中国
汽车售后服务满意度（CSI）调查结果，
东风风神以861分的高分位列主流车
细分市场第 12 位，加上此前获得的
2014J.D.Power 销售满意度（SSI）第 16
位，东风风神在CSI、SSI的排名双双迈
进中国品牌（自主品牌）前三甲。

汽车售后满意度是调查购车用户
（12-24个月内的拥车用户）在汽车经
销商店内接受服务的经历和车辆维修
保养时的满意程度，东风风神此次再
获 J.D.Power CSI 的高分，与其自始
至终坚持的专业、诚信服务密不可分。

自 2009 年发布“满意到家（It’s
home）”服务品牌以来，东风风神便一直
用行动践行对客户的这一承诺，并制定
了标准的服务规范。此外，东风风神还
推出了“二对一”特色服务，为每一位客
户提供销售顾问和服务顾问全方位无缝
对接服务，针对偏远地区客户，提供上门
服务。在服务网络方面，东风风神现已
拥有一级网点326家，二级网点千余家，
全国服务半径为68公里，触角已延伸至
四五线城市。今年年底，东风风神计划
将一级网点数量增加至350家，进一步缩
小服务半径，为更广大的用户提供更为
便捷、贴心的服务。 （南鑫）

河南省直医疗系统职工汽车内购会全省招募

近日，由大河网、大河健康报联合
策划推出的河南省直医疗系统职工汽
车内购会在河南省中医院成功举办。
来自河南省中医院的百余名职工及家
属现场聆听了广汽丰田、上海大众等
汽车厂商的集团客户购车政策，并进
行了咨询和新车预订。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大河网联合大
河健康报，通过前期对省直医院职工购车
意向调查发现，大部分医院职工一方面有
购车需求，另一方面因为工作忙，对汽车

品牌及价格了解少，优惠不满意而推迟购
车计划。而此次推出的职工内购会，大河
网、大河健康报发挥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
力，向汽车厂家拿到针对集团客户的汽车
内购政策，真正做到了同城最低价，给广
大医疗系统职工带来最大优惠。

如果您近期有购车需求，请关注
大河汽车公众微信平台“大河汽车”
（微信号：daheqiche），随时关注内购会
通知。同时，欢迎各类医院团体报名
参与此项活动。 （聂磊）

伴随着上海通用别克运动车款君威

GS，在全市举办的“真爱方程试”活动如

火如荼地上演，“试过，再说爱”成为了人

们挂在嘴边的热门词。据相关数据统

计，别克4S店近期周末有上百对情侣或

一家人前来试驾，引爆一场寻找真爱的

宣言！近日，笔者也随热潮试驾了别克

君威GS的优越性能！

君威GS
强大的心脏，纯正的运动基

因体验

别克君威GS自去年上市至今，凭借

诸多同级之“最”的产品特性，为高性能

中高级运动车型树立新典范，其“智驱风

尚轿跑”的产品形象渐入人心。根据别

克君威 GS/君威首批车主调研结果显

示，外观造型、操控性能和安全水准是用

户满意度最高的，其中操控性能就赢得

86%的满意度评分，成为客户青睐的第

二大亮点。

别克君威 GS 拥有让人眼前一亮的

外观设计，完美融合了雕塑艺术的美感

和精密工艺的严谨，将动感流畅的设计

风格贯穿始终，强烈的轿跑运动风格造

就了引领潮流的新锐动感先锋设计。

笔者进入车内，启动引擎，强劲有力

的咆哮令身上所有的寒毛战栗，君威GS
特配备 HiPer-Strut 双独立前悬和 Brem⁃
bo 意大利原装进口双向四活塞制动卡

钳这些同级唯一的操控利器，让我对君

威GS过手难忘!而GS的2.0T SIDI智能

直 喷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采 用 187kW/
5300kPa 功率，350Nm/2000-5000rpm 的

扭矩，0-100km 加速 7.3 秒，轻点油门就

有明显的推背感，需要紧握方向盘才能

制服这台猛兽，跑起来动力很给力，超车

游刃有余，提速也很快并且换挡很平顺。

现场试驾的一对情侣告诉笔者，“九

公里，四种不同道路，25分钟，引爆了我

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鲜驾驭体验，动

力快到瞬间飙升我的肾上腺素，让我感

受到全身颤栗的激动和兴奋感。一下就

喜欢上了这种感觉！”

带着激动不已的心情，笔者又询问

了一位正在车内试驾的型男：“BOSE 音

响、多动能方向盘、防撞前后左右距离提

醒、ntelliLink 智能车

载系统、这款车整体

对比其他车而言，我

只能说无论在外形、

内饰、动力、配置上都

更实用更实惠更适合

我！”

君威GS
智能化操控，

优越的车体配置

别克君威 GS 以

原有的君威车型为基

础打造，加装了运动

轿跑的专有套件，官

方售价 25 万元左右，

短短的几天试驾，笔

者随时都能感受到强

烈的运动轿跑优越性

能，而智能化的操控

体验更赋予了别克君

威 GS 灵活矫健的奔

跑性能。

据 别 克 4S 店 营 销 人 员 介 绍 ，

FlexRide 三模式自适应驾驶系统的“三

车合一”乐趣带来三种性格的精妙驾控，

在老款君威GS上就表现出色，如今继续

为全新君威GS的底盘助力，提供给驾驶

者“三车合一”的行驶乐趣。该系统能清

晰识别11种不同行驶工况，精准调控悬

挂，自动适应车主驾驶风格。同时也可

自主设定运动、标准和舒适三种模式，达

到车主理想的行驶状态。

而 BOSE 高级音响第二代模拟环绕

声系统,11高保真扬声器，5.1声道，高音

亮，低音沉，中音准，随时取悦你的双耳，

搭配多动能方向盘安吉星在线导航等车

装配置，其优享性能得到试驾者的一致

赞同。

据悉，别克征集真爱试驾君威GS大

使,参加活动可以赢取 10 年免费保养权

并且荣登 GQ 杂志，赶快前来一试高下

吧！详询别克当地4S店。 （君威）

试驾通用别克君威GS

我的GS，我的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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