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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九银十”的来临，蛰伏许

久的车市开始躁动起来。为了冲刺销

量，各大汽车厂商纷纷推出多种购车

优惠，以吸引持币待购的消费者关

注。在这个过年前购车的最好时机，

江淮乘用车“和悦”品牌的年度重磅

车型———和悦 A30即将上市，前 5000
名预售客户还可享受“爱上我的爱，

一生 520”预售政策。凭借全新价值理
念、全面的用户保障以及超值的服务

回馈，“新价值中级车”和悦 A30成为
众多消费者“金九银十”的购车首选。

本报记者 张骅张晓梅

金九银十 江淮和悦 A30上市在即

资讯

奇瑞 E3：“实用”也“时尚”
本报记者 张晓梅 张骅

9月 12日晚，一场盛大的“实尚”
Party 在上海兰场码头举行，Party 的
主角奇瑞 E3以技术实尚设计、实用
与时尚的融合及丰富越级的配置惊

艳全场，预示着一个全新的“实尚派

活力家轿”时代的到来。据悉，此次上

市的奇瑞 E3共有趣尚型、风尚型、智
尚型、尊尚型在内的 4个配置 4 款车
型，售价为 5.29万—6.79万元。

A0级市场全新车型
锁定实尚派人群

奇瑞 E3是继艾瑞泽 7之后奇瑞
全新品牌形象下，针对 A0级市场打
造的全新车型，遵循与艾瑞泽 7同样
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V字型”正向
开发流程，并运用技术实尚设计理念

为实尚派人群带来更为愉悦、更具品

质感的全新驾乘体验。

作为 2013 年新兴网络热词，实
尚派是介于高富帅与屌丝之间的人

物标签，指年龄在 25 到 35 岁，刚组
建家庭，喜欢潮流，能够在最简单的

事情中体现出精打细算，乐观向上、

踏实肯干、用自己实在的方式，追逐

品质生活的一群人。

在 Party中，奇瑞与凡客领导的
高端对话、炫丽的模特走秀都对人群

进行了充分的描摹与演绎。他们的价

值观不张扬，追求实际。生活、家人、

事业是他们的太阳；深藏在心中的

爱，是他们前进的动力，正如向日葵

所诠释的爱是默默的，却又无处不

在。

易感知实尚设计
融汇时尚与实用

基于对实尚派人群向日葵般精

神的理解，奇瑞运用技术实尚设计理

念，将易感知、易拥有融入 E3开发过
程之中，力求赋予其不张扬、实在、贴

心的印象，满足车主在各种场合下的

需求。有鉴于此，奇瑞 E3在造型与内
饰上，充分借助“人车结合”实尚设计

理念，展开对易拥有设计精神的最直

接诠释。

外观上，奇瑞 E3继承 Chery De原
sign家族前脸，“冰刀式”内陷导流腰
线，鸭尾式尾部设计，减少油耗同时

有助提高车速和车辆行驶中的稳定

性，突出美观与实用的完美结合。如

意形中控台融合中国传统元素，搭配

钢琴烤漆处理面板，效果美观又不乏

时尚动感。

空间上，奇瑞 E3轴距达到 2570
毫米，针对多人口家庭设计，提供更

为宽适的驾乘空间。500L后备箱空
间，领先同级产品。24处储物空间，同
级车中最多。

丰富配置高标准
越级驾乘新体验

奇瑞 E3在极具竞争力的定价背
后，并没有降低高档品质和高档配置，

充分满足了“实尚派”对时尚、对高品

质的追求。DVD采用 7寸屏幕，集成
GPS导航、蓝牙功能。多功能方向盘可
以控制 DVD播放、电话接听，方便在
行驶中便捷操作。此外奇瑞 E3还是
同级别唯一配备 6探头全方位泊车雷
达———前双探头声呐泊车雷达+后可
视四探头后倒车雷达，同级别唯一全

系标配电加热后视镜的车型。

“实尚派”们虽有远大的前程和

美好的未来，但现阶段还是要精打细

算。为此奇瑞 E3配备市场保有量达
到 80 万，荣获“中国十佳发动机”称
号的 1.5L 排量 ACTECO 十佳发动
机，性能优越、成本经济、清洁环保，

驾乘舒适。同时，奇瑞 E3基于 2012
年全新安全标准，全车配备 SRS四安
全气囊；高强度车身结构，确保乘员

舱在碰撞过程中有足够的安全生存

空间，有效保护乘员。

奇瑞 E3 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实
用与时尚的完美融合，必将在 A0级
市场引发一场“技术实尚”热潮。未

来，更有望与艾瑞泽 7及 T21一道，
形成新的“三剑客”市场组合，为奇瑞

的不断发展壮大，发挥更为积极的作

用。

8月 28日上午，安徽省淮南市副市长钱力在省会合肥市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称，淮南市将采取非常措施，实施大学生

就学就业“万人计划”，即在未来 5年内，淮南市面向全国普通高
校（高职、高专），平均每年引进一万名大学生在本市就业创业，

实现“一万人”、“一万元”、“一站式”的“三个一”目标。用其它地

区无法相比的优厚条件吸引大学生，向全国高校抢人。（吴明）

8月 6 日，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安徽省企业联合
会联合向社会发布“2013安徽企业 100强”榜单。本次百强企
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390.02亿元，较上年的 325.28亿元，
增长了 19.90豫；有 56家企业利润实现正增长，利润超过 10
亿元的有 11 家。本次榜单，有 60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榜
上有名，占 60豫。其余 40豫中，民营企业 37家，占 92.5豫；外资
企业 3家占 7.5豫。国有企业唱主角。 （郝玲 张骅）

日前，记者从安徽省经信委获悉，经安徽省经信委和省发

改委、科技厅、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及合肥海关联合审定，

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 119家企业技术中心
被认定为安徽省第 22批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至此，安徽省企
业技术中心总量已达到 717家。目前，全省技术中心所在企业
已覆盖一、二、三产业，以技术中心为主要形式的企业技术创

新体系逐步得以确立。 （郝玲）

9月 11日，合肥市 16户主要家电主机及配套生产企业
集聚一堂，共同探讨供应链如何服务企业，家电企业怎样通过

供应链企业新的管理理念，先进的信息技术，降低成本，提高

效益，促进家电企业产业升级，提升核心竞争力。据了解，会后

怡亚通公司将对部分家电主机生产及配套企业进行走访调

研，为企业量身定做个性化的供应链服务计划。 （郝玲）

为了树立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指导员和驻企服务人员形

象，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营造创先争优氛围，日前，怀

宁县部署开展驻企“服务之星”评选活动。被评为“月服务之

星”的党建工作指导员（驻企服务人员），由县“千名干部服

务企业”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表彰，并提请县委授予其

所在单位“选派干部服务企业工作先进单位”称号，颁发奖

牌等奖励。 （钱续坤 何方应）

日前，来安县紧紧抓住南京都市圈转型升级和南京江北

新区拓展机遇，积极挖掘毗邻南京市浦口区、六合区的地缘优

势，聚焦“两城两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重点镇和特色镇，启动

沿 G104 国道线、S312省道线和以沿苏边界线三条经济增长
轴为主的沿苏经济带建设，聚力建设商贸物流业、先进制造

业、生态旅游和农副产品四大优势产业集聚区，加快形成来安

经济升级版的有力支撑。 （韩先秀）

到现场发现问题，在现场分析问题，把问题解决在现场。

日前，马钢新区四钢轧总厂就进一步强化在线质量控制，稳定

产品质量，减少质量异议和质量索赔，向全体管理人员和技术

人员发出动员令；要求全体员工，尤其是党员干部立即行动起

来，深入生产现场，快速解决制约产能释放、质量提升的关键

难题。 （黄永安）

日前，享有“全球产业风向标”之称的德国 IFA 展会的大
幕正式拉开，作为中国家电领军企业之一的合肥三洋，此次携

旗下帝度和荣事达两大品牌亮相 IFA，其中荣事达冰箱 BCD-
326WTGER 及洗衣机 RG-F6001W 更是在 IFA 展会上夺得家
电产品创新奖和设计创新奖两项大奖。同时获得设计创新奖

的荣事达洗衣机 RG-F6001W 系列，沿袭了欧式滚筒的经典
设计，以 50CM 的窈窕机身搭配 6KG 的大容量，引领超薄滚
筒时尚的同时又不失性能。 （程诚 李大飚 郝玲）

日前，中国建筑业协会公布了第三批全国绿色施工示范

工程名单，由中煤三十工程处承建的察哈素煤矿二期工程获

得了“全国建筑业绿色示范工程”奖牌。全国绿色施工示范工

程旨在为落实建筑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建筑业要推

广绿色建筑、绿色施工”的任务，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加快

绿色施工向广度深度发展。 （魏清 王玥明）

日前，从中国铁路总公司传来喜讯：中铁四局在 2013 年
上半年铁路建设工程施工企业信用评价中，以 306.32分的最
高分名列全路 49个参评单位的榜首。这是中铁四局继连续
13次位居铁路信用评价 A类企业后，以高出第二名 6分的绝
对优势再次回归 A 类，并且成为进入 A类企业次数最多的施
工单位。 （舒郁仁 郝玲）

“三个一”目标淮南市向全国高校抢人

2013安徽百强企业利润增长 19.9%

安徽省新认定 119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合肥家电企业共商供应链服务大计

怀宁县评选表彰驻企“服务之星”

来安县加快开发沿苏经济带

马钢新区四钢轧总厂强化在线质量控制

荣事达冰洗在德国 IFA展上获创新大奖

中煤三十工程处获全国绿色施工大奖

中铁四局铁路施工信用评价名列榜首

奇瑞 E3实尚派对现场

安全，是消费者对“爱”最基本

的需求，和悦 A30 以同级领先的安
全设计理念，打造出 C-NCAP 五星
高安全性，为消费者带来了无忧安

全之爱。和悦 A30 车身采用高强度
碰撞设计，同时还搭载博世全球最

新 9.0版 ABS+EBD 优化行车制动系
统，优化铝合金方向盘管柱，配备 6
安全气囊、预紧式安全带、TPMS 胎
压监测、防眩目后视镜灯等越级安

全配置，为驾乘人员提供了全方位

的安全保护。

而极具吸引力的低使用成本则

赋予了和悦 A30 更多“被爱”的价
值。0.3 超低风阻系数、轻量化车身
设计、低风阻低滚阻的汽车机械设

计、采用高燃烧效率及高传动效率

的汽车传动体系，从而带来百公里

5.9 升超低综合油耗。在环保方面相
比同类也表现优秀，整车排放满足

京 V 排放要求，可达国际欧 V 排放
标准，是消费者经济用车的首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和悦 A30
在营销体系层面给予用户全面的保

障与超值的回馈。前 5000 名预售客
户可享受 5 年 20 万公里的超长免
费保养服务，足见江淮乘用车对消

费者的重视与诚意。另外，江淮乘用

车更以 400 余家特许销售服务店、
1000 余家贴近县域市场的直营店，
构建起全国最小服务半径的售后保

障体系。最小服务半径与高水平售

后服务能力结合，为和悦 A30 用户
提供最佳的使用体验。

意大利明星级设计大师、江淮意

大利研发中心设计总监、前阿尔法·

罗密欧跑车 8c 的首席外饰造型总设

计师丹尼·加仑主导设计下，和悦 A30
“黄金分割”比例和绝佳的点线面组

合，展现出独有的造型艺术，呈现出

作为“和悦”品牌首款全新二代平

台产品，和悦 A30沿承了江淮“五讲”、
“四养”的研发理念，针对消费者最核

心的需求，从研发层面为消费者提供

全新价值享受。“五讲”即“讲材料、讲结

构、讲精度、讲性能、讲成本”，保证了研

发设计的高标准。33%镀锌板、关键铰
接点 46%高强钢等优质材料，二级溃
缩式转向管柱、满足欧洲第二阶段行

人保护法规要求的优良结构、车门缝

隙 3.5mm垣/原0.5mm的高精度以及基于
200万公里高强度验证的可靠品质，处
处凸显“五讲”的先天优势。

和悦 A30 的“四养”理念更让人
怦然心动：“看起来养眼”的细节功

夫，“触摸起来养手”的考究材质，“听

起来养耳”的超静音、超低振动和高

保真音效，“乘坐起来养精蓄锐”的人

机界面，带给消费者视、触、听、乘全

方位的舒适驾乘感受。

安全、节能两不误 和悦 A30成用车首选
“五讲”、“四养”的全新研发理念

造型优雅、配置先进 和悦 A30内外兼修

时尚、动感、富有张力的视觉美感，让

人一见钟情，为消费者提供了体现其

情感诉求的感官体验。

除了出众的造型设计，和悦 A30
还采用了大量便捷舒适的高科技配

置，一般在中高级车上才能看到的配

置如今都能在和悦 A30上看到。集娱
乐与信息化为一体的多媒体装备、多

功能方向盘、智能行车电脑、外后视

镜电动调节（高配带加热）、大灯高度

电动调节等一应俱全，让驾乘者时刻

享受舒适自在的驾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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