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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张骅

江淮和悦新品
阻击合资品牌低价攻势

2月 7日，江淮和悦 2012全系列
产品“升级限价”行动全国正式启动。
和悦双子星在优化提升多达 38项产
品性能的同时，对打击乘用车终端市
场价格虚高和混乱，进一步规范市场
报价行为采取了果敢行动。江淮乘用
车再次明确和悦 2012 系列产品官方
报价为 6.18—8.78万元。通过本次产
品优化和升级，和悦成为性价比最高
的自主 A+车型之一。

专家表示，2012系列和悦的竞争
力大幅增强，将有效阻击合资品牌的
下压，为树立自主品牌国民车新标准
和江淮乘用车制胜 2012 车市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刚刚过去的 2011年中
国车市突然迎来拐点，销量增长大幅
回落，合资品牌不断价格下探入侵
6—10万元区间，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面对如此困境，和悦市场表现优良，
2011年全年累计销量超 8万辆，相比
去年同期增长率达 25.7%。

产品“升级限价”2012 系列和悦
以两大车型（和悦三厢、和悦 RS），两
大动力变速箱（1.5L MT、1.8L MT/1.8L
AT），两种内饰（深、浅内饰颜色），两
种座椅形式（五座、七座），两个新车
色（典雅白、深海蓝）和 10个型谱的完
善产品入主容量最大的 6—9万元家
用轿车市场。

作为江淮乘用车战略性车型，和
悦凭借其宽大实用的空间、宾法 10
年最美的外观、强劲省油的动力、360毅
的 3D 安全以及五星级的专业底盘等
方面的优势，备受消费者喜爱。空间
方面，江淮和悦凭借其 2710mm的超
长轴距，享有“中级车空间之王”的美
誉，树立了国民车的新标准。

外观方面，和悦源自业内知名的
宾尼法尼亚汽车设计中心，在汲取了
全球的最新流行潮流，同时融入吸收

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造型设
计理念，使得和悦看上去既流行时尚
又不乏中国文化内涵，初步形成了自
主品牌设计语言，得到了消费者的高
度认可。

动力方面，和悦系列配有 1.5L和
1.8L两款发动机，二者在动力性能和
燃油经济性方面都十分出色。以 1.5L
全铝 VVT发动机为例，其最大功率可
达 83KW，最大扭矩为 146N·m，在同
排量发动机中性能领先，更荣获“中
国心”2011年度十佳发动机。面对日
益上涨的油价，汽车好开又省油才是
王道。该发动机创造性地采用了正时
链条传动、电子油门和独立点火等新
技术，不但可以有效降低油耗，还能
减少有害物质排放，可轻松满足目前
最严格的欧 5排放标准。实现了优异
的动力性能，领先同级的油耗表现和
更低的尾气排放。

奇瑞将进军欧洲市场
本报记者 张骅 张晓梅

1 月 12 日，奇瑞汽车在合肥举
办 2012 新春媒体团拜会。除了表达
对全国媒体的感激之情外，更重要的
是回顾奇瑞汽车在“成长 2011”战略
方针指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并对未来
发展进行展望。

2011年以来，在购置税优惠政策
退出、部分城市限购、节能补贴标准
的提升等不利因素影响下，汽车市场
迅速由热转冷，而受伤最深的则是自
主品牌。新华信研究机构表明，自主
品牌汽车在整体乘用车市场中的份

额下滑趋势明显。作为自主品牌的
“领头羊”，奇瑞在“成长 2011”战略方
针指引下，不再单纯追求销售数量的
增长，而是注重研发能力和产品本质
的提升，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2011 年，奇瑞实现了全年销售
64.3万辆，其中出口 16.02万辆，连续
11年位居自主品牌销量第一、连续 9
年位居全国出口第一。

作为年度战略方针，“成长”主题
表明了奇瑞战略的进一步深化。2011
年，奇瑞以四个“进一步”推进战略迈
向纵深，即进一步推进战略转型、进
一步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进一步推

进组织变革，进一步加强产品研发和
品质跃升。“成长”，不仅是规模的成
长，更是核心实力的成长。2011年奇
瑞共获得包括媒体单位在内的各个
权威机构颁发的各类奖项超过 100
项，其中企业奖项 20余个、产品奖项
80多个，瑞虎和奇瑞 E5作为明星车
型，更是得到极大的关注和认可。刚
刚在北京举行的“2011中国自主创新
年会”, 奇瑞公司由于在技术创新、管
理创新和服务创新等方面独到的建
树和成就，荣获“2011 十大创新型企
业”，并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汽车企
业。这是对奇瑞公司强大的研发实力

和雄厚的技术基础以及长期坚持自
主创新并取得丰硕成果的肯定。正如
奇瑞董事长尹同跃解读“成长”理念
一样：“奇瑞不再满足于规模的成长，
奇瑞要做长做久。”

在不断完善的全球市场战略布
局中，奇瑞汽车加快了海外生产基地
和海外营销网络的建设步伐。巴西生
产基地的开工建设，委内瑞拉工厂的
建成投产，将进一步提升奇瑞汽车在
海外本土化生产产品在出口总量中
的比例。奇瑞汽车目前重点出口的是
俄罗斯和东欧等国，“十二五”末期将
实现出口到欧洲的战略目标。

中铁四局总经理许宝成

铁路建筑企业
要以转型渡难关
舒郁仁 本报记者 郝玲

2011年，对大多数铁路建筑企业来说，是遭遇了继 1986
年、1996年之后的又一个发展低谷，在市场形势急转直下的不
利环境下，中铁四局依然实现了市场营销 410亿元的辉煌成
绩。中国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宝成在接受采访时
说，铁路建筑企业要以转型渡难关，这就是中铁四局确保企业
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许宝成说，低谷与困难既是对企业实力和能力的考验，也
是对管理者眼界和智慧的检验。为此，中铁四局本着“重看问
题、轻看成绩，重看利空、轻看利好”的思想，转变市场营销方
式、靠多业并举实现持续发展，转变生产组织方式、靠均衡有序
实现理性发展，转变资源配置方式、靠集中集约实现科学发展，
转变经济运行方式、靠严管细控实现优质发展，转变危机化解
方式，靠互利多赢实现和谐发展。

在主营业务上，中铁四局把市场开拓作为全局性、战略性
和根本性任务来抓，京沪高铁、南京南站、深圳地铁 5号线等重
点工程实现了按期交验和开通，中铁四局 2011年又连续 12次
被评为铁路信用评价 A 类企业，是全国 80多家局级施工单位
中唯一的一家。

在海外开拓上，中铁四局没有把改善企业经营状况的希望
完全寄托在国内市场好转上，对海外业务实行政策倾斜、资源
倾斜和收入倾斜，成立了阿曼分公司、安哥拉分公司，前 11个
月已完成海外业务营业额 38.98亿元，海外业务“三分天下有其
一”的目标初步实现。

在资本运作上，中铁四局以上下游协同发展为目标，淮南
山南新城、中铁滨湖名邸等项目顺利推进，今年完成投资将超
过 20亿元。

在企业运行上，中铁四局坚持“现金为王”的理念，推行适
度从紧的财务政策，延长产业链条、实行深度加工、截留中间费
用、拓展增值业务，以精细化管理弥补规模下滑的损失，确保规
模降低企业效益不降低。

在和谐企业建设上，中铁四局关注弱势群体、关注高危领
域、关注历史矛盾，坚持领导层收入与员工收入相挂钩、农民工
工资发放与项目承包集体薪酬兑现相挂钩，确保规模紧缩期农
民工不欠薪、企业低潮期员工不流失、市场复苏期人才不紧缺。

安徽省对工业投资将突破千亿元

日前，记者从 2012年安徽省工业投资项目推介暨银企恳谈
会上获悉，这次推介的《安徽省 2012年工业项目投资导向计划》
按投资领域分共 8140项，总投资 10050亿元。其中，工业转型升
级技术改造项目 3377项，总投资 7414亿元；技术创新项目 1045
项，总投资 175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 634项，总投资 1455
亿元；节能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792项，总投资 347亿元；中小
企业发展项目 1110项，总投资 215亿元；产业集群专业镇及中
小企业培育建设项目 376项，总投资 220亿元。（张骅 郝玲）
合肥高新区提前一年实现千亿元目标

日前，合肥市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李兵向媒体宣
称，2011年，高新区提前一年实现千亿目标。全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预计 290亿元，同比增长 19%；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751.1亿元，增长 49.2%。全口径工业总产值达到 1015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 235亿元，增长 32.77%。在全国高新区排名中
跃升至第 12位，荣获“全国模范劳动关系和谐工业园区”称
号，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 （吴明）

合肥工业增速全国省会城市“四连冠”

日前，记者从合肥市经信委获悉，2011年合肥市实现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489.7 亿元，同比增加 23%，其增速居全
国省会城市第一，已连续 4年保持全国省会城市领先。据悉，
合肥市 2011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5598亿元，连
续跨越 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千亿元台阶。合肥工业总量
列全国省会第 11位，较 2010年跃升 2 位，比位居第 12 位的
福州市多 117.78亿元。 （郝玲）

2月 11日上午，在合肥市瑶海区政府与合肥市国土局首次
共同举办的“2012年合肥市瑶海区开发项目土地推介会”上，集
中展示推介了 17宗商业靓地，央企、海外实力企业等 100家企
业 200多名代表前来参会。此次推介会是专门针对瑶海区城市
建设特点，首次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题的土地推介会，也是
2012年合肥市的首场大型土地推介会。推介会采用全程网上直
播的方式面向全球推介，并设立网上在线咨询。 （解琛 漫红）

合肥市瑶海区集中推介 17宗商业用地

和悦 AT荣膺 CCTV中国年度车型大奖
1月 17日，“2011第七届 CCTV中国年度汽车颁奖盛典”在京举行。

江淮乘用车旗下主力产品和悦 AT凭借全面、均衡的优异性能及在用户
中所建立的良好口碑，击败了包括广汽理念、雪佛兰爱唯欧、青年莲花在
内的众多强劲对手，一举将“年度紧凑型乘用车”大奖收入囊中。

“瑞风域和畅杯”2011年十大汽车新闻评选揭晓
1月 11日，由新浪汽车主办、江淮汽车协办、全国 200多家媒体参与

的“瑞风域和畅杯”2011年度十大汽车新闻评选揭晓。十大汽车新闻评选
目前已成功举办了 10届。本次发布会到场的主要嘉宾有：新浪汽车频道
主编苏雨农，安徽江淮汽车公司乘用车公司副总经理、乘用车营销公司总
经理王朝云，江淮汽车乘用车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华，江淮汽车公司乘
用车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先武及全国主流汽车媒体的代表。

“人勤春来早”，壬辰新春刚过，马钢车轮生产捷报频传，
截至 1月 31 日，马钢车轮出库销售达 18345吨，超额完成计
划。实现首月车轮生产经营开门红。2011年马钢瞄准国内和
出口两个市场，同步开拓，取得了优异成绩，全年车轮、轮箍、
环件实现销售量近 20万吨，销售收入近 18亿元，完成边际利
润 6亿元。 （杨子江 庆辉）

去年底，全柴动力控股子公司天和机械 8万吨铸造项目 28
日达产。全柴动力董事长谢力在达产仪式上表示，在汽车柴油
发动机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全柴动力作为独立的发动
机厂未来将抢占非道路发动机市场的发展机遇。近年来，随着
全柴产品技术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升级调整，企业的产品销量和
市场占有率逐年攀升。自 2008年起，全柴四缸柴油机产销量已
连续四年居行业首位，部分产品的市场份额超过 50%。（张骅）

1月 31日，在无为县人民广场，由县委、县政府举办的 2012
年春季企业用工招聘会，引来县内外近百家企业踊跃参加，企
业提供的 7000多个就业岗位，吸引众多返乡农民工和当地富
余劳动力前来寻找新的就业与发展机遇。 （胡春雷 张开准）

2月 9日，记者在安徽省推进与中央企业合作发展工作
会议上获悉，截止到去年底，安徽省与 88家中央企业累计签
约项目 714个，投资规模 18407.59亿元。在合作项目中，签约
项目已开工数量达 398个，投资规模 10060.89亿元，实际完成
投资 3117.31亿元。其中，2011年新开工项目 193个、新增投
资规模 4225.1亿元，新增实际完成投资 1926.71亿元。合作项
目涵盖工业及信息化、电力、基础设施、城市建设、房地产和服
务业等 54大类。 （张晓梅）

无为县企业为农民工提供 7000多个岗位

中央企业向安徽投资达 18000亿元

马钢开拓国内外车轮市场取得佳绩

全柴抢占非道路发动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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