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实力让梦想落地
合能枫丹系产品落子西安浐灞

12 月 1 日，一场主题为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盛会
在西安浐灞锦江国际酒店举
行。这场集见证梦想、艺术鉴
赏、枫丹系高端人居产品发布
为一体的盛宴，将合能地产的
品牌文化和产品立意演绎得
淋漓尽致。

梦启风华共同成就

来不及吃完饭的出租车
司机、寒风中被客户爽约的
销售顾问、深夜仍在奋战的
设计师等，发布会还未开
始，一组表达逐梦的视频画
面 吸 引 了 到 场 嘉 宾 的 目
光。平凡的三个人物，简单
的三段故事映射了现实生
活中万千的追梦人，令现场
嘉宾为之动容。而这样的
画面正与合能地产致敬城

市奋斗者的初衷一样，希望
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成
就梦想，成就生活。

悦会浐灞丹心筑家

合能携手中国房企品牌
10 强远洋地产，深入研究城
市人居需求，匠心打造第三
代枫丹系产品“枫丹唐悦”项
目正式落子西安浐灞。发布
会上，合能地产西安公司副
总经理李天宇在介绍枫丹唐
悦的产品内涵时表示，不同
于之前的产品，此次第三代
枫丹系升级之作，将“城市资
源+生态+人文”三者共同融
入产品的灵魂，开启城市人
居新篇章。未来，合能将以
初心致雄心的态度，持续深
耕西安，匠著属于这座城市
的更多人居标杆。

根植城市 共建繁荣

据了解，在枫丹系的选
址上，合能地产秉承更成
熟的土地观，紧随城市发
展步伐，探寻浐灞世界湾
区的非凡价值。枫丹唐悦
项目所在区域拥享三横四
纵立体交通，辛家庙便利
生活圈、砂之船奥莱休闲

生活圈、大明宫万达品质生
活圈、领馆区涉外商务圈四
大城市级商圈交汇。毗邻
两河三园双湿地原生态风
光盛景，浐灞一小、一中，西
大附中、西京医院、唐都医
院等强大教育医疗资源云
集，可以满足业主享受高
品质生活。P①

胡琳

合能地产西安公司副总经理李天宇介绍枫丹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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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昂科威
成都试驾

近日，昂科威试驾活动在成都
举行。

作为通用汽车全新一代战略
车型，别克昂科威外形设计秉承了
ENVISION 愿景概念车的设计精
髓。现款车型有1.5T和2.0T两种
排量可选，每种排量都有两驱和四
驱车型。1.5T搭配7档双离合变速
器、2.0T搭配6档手自一体变速器。

值得一提的是，别克新昂科威
提供标准、巡航、运动、越野四种驾
驶模式，各种驾驶模式带来不同的
动力及悬架体验。此外，昂科威配
备的CDC（连续减震控制系统）悬
架系统能够做到在车轮上下剧烈
抖动的时候，使车身尽可能保持稳
定状态。

在试驾过程中，除了感受到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的便利外，
LCA车道变更辅助系统+SBZA侧
盲区预警系统也是非常实用，当系
统在左右盲区内探测到车辆，或左
右两侧车道后方有车辆快速接近
时，则左侧或右侧后视镜显示器将
点亮，作为不要变换车道的警告提
示。P③ 屈雅晴

全新帕萨特途岳
西安上市

11月30日，全新一代帕萨特、
途岳在西安上市。

发布会上，上汽大众西北销售
公司总经理马建平表示，用山和水
来分别形容途岳和帕萨特，真是恰
当无比。水，代表一种洞见时代的
从容智慧；而山，则代表一份砥砺
前行的坚毅勇气。以山之势，以水
之智，看到了上汽大众的品牌之
道。未来的10年、20年，以不断升
级的崭新格局回报广大消费者。
全新一代帕萨特车内的空间增大
了，后排也不觉紧凑了，身心宽敞
了。超大全景天窗，增加车内的亮
度，拓宽车内的视野。全新一代帕
萨特，流线造型，三屏智能互联，智
能电动尾门等有12大亮点，再次定
义B级车市场标杆。途岳有小途昂
的美誉，岩石切割的硬朗造型，不
失时尚感和运动感，车内自带定制
beats音响，智能四驱等都让此款车
更加吸睛。P④ 刘鸿斌

11 月 30 日，陕汽商用车
2019 商务研讨会在宝鸡举
行。会上，发布了“2035”战略
规划：从 2025 年到 2035 年，陕
汽全系列商用车产销将突破
20万辆，销售收入突破两千亿
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当
日，“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

司”揭牌。
在发由会上，三秦都市报全

媒体记者采访了陕汽控股党委
书记、董事长袁宏明。

三年时间实现千亿梦
三个阶段完成新规划

袁宏明介绍说，“新陕汽”

将以动力总成差异化为特点，
重点发展高端长头车、载货车、
自卸车、高端智能物流车、专用
车、新能源中轻卡车。通过线
上线下和体系内外的全面协
同，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营销策
略，打造引领行业的营销模式，
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打造高端
的管理平台，彻底改变过去传
统、粗放的管理模式。

再造一个“新陕汽”是企业
“2035”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
业计划分三步走：首先用3年左
右时间，达到产销5万辆，实现千
亿陕汽梦；其次，从 2020 年到
2025年，产销10万辆，销售收入
突破 1500亿元，陕汽全系列商
用车业务进入国内领先行业；第
三个阶段，从2025年到2035年，
产销 20万辆，销售收入突破两
千亿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打造国内一流品牌
实现追赶超越目标

袁宏明说，再造一个“新陕

汽”要做全产品、做强研发、做
大规模、做优效益，打造一个全
系列、技术领先、多方共赢、高
质量发展的商用车公司。要在
陕重汽挑战国内第一的战略引
领下，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品
牌。从产品、营销、服务、质量、
生产、管理等方面采取举措，实
现快速发展。

首先，打造一个全系列产
品的商用车公司，产品要做到
从 3 升到 15 升、从 100 马力到
700马力、从载货车到专用车、
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等产品的
全覆盖；其次，每年研发投入的
费用占营销收入的5%以上，推
进“1801”项目，确保新产品准
时上市。

“新陕汽”的成立对于陕汽
集团而言，无论是从品牌还是从
产品技术方面，将是一次“质”的
飞跃。未来“新陕汽”将会有什
么大动作、大手笔、大作为、大发
展、大变化，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刘鸿斌

11月 30日，西安苏宁小店
公司与西安果岸便利公司宣布
达成品牌战略合作，完成西安地
铁1、2、3号线地铁站便利店的品
牌转换提升。今年 12月底，31
家苏宁小店西安地铁店将全面
完成品牌改造。

提速
苏宁小店年底签约200家

今年 3 月，苏宁零售集团
副总裁卞农对外发布苏宁易
购“智慧快消”战略：要在未
来三年内开设 5000 家苏宁小
店，做中国第一的 O2O 社区
小店运营商。12 月底，苏宁
小店在西安签约门店总数将

突破 200 家，覆盖主城区各大
社区。本次品牌签约完成的
31 家西安地铁店也将在年底
完成全部品牌改造并合作运
营。届时，全新的苏宁小店
会绽放在西安地铁沿线各站
点，更好地服务于乘客。

“现在，纯电商平台的流量
成本越来越高，在线上遇到了
瓶颈，于是纷纷到线下寻找流
量入口，O2O 是必然的选择。”
陕西苏宁总经理王军说，“苏宁
小店是离消费者最近的、给消
费者提供的是高频次日常生活
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目的是链
接消费者，把线下的流量带到
线上，增加粘性。”

升级
引进早餐、彩票等服务

除了地铁便利店的日常快
消品，苏宁小店还依托苏宁易购
健全的服务体系，构建最后100
米的生活服务圈。苏宁小店西
安地铁店将有彩票、早餐、长安
通充值等多项特色服务。此外，
为了更好发挥苏宁品牌，所有地
铁便利店将引入家电维修、家电
清洗保养、家政保洁等一系列便
民服务举措。

“此次在西安地铁完成苏
宁小店品牌的全覆盖，是对苏
宁小店服务能力的进一步提
升。”王军介绍，苏宁小店在陕

西已经成为苏宁线下扩张的核
心主力，通过便利店+APP的模
式，精准对准社区市场，形成生
鲜+社区+零售的新攻势。不仅
满足消费者购物、餐饮、服务、
快递等全方位的日常服务需
求，而且高度契合了西安市便
民经济新趋势。

“苏宁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
布局中，苏宁小店业态是打通流
量入口最关键的一环，也是苏宁
最后100米完善业态布局、将优
势扩大的核心环节。通过苏宁
小店品牌前端支点的作用，将苏
宁易购的产品、服务、体验带到
消费者家门口。”王军表示。P②

王蒙

西商联合会首届
春晚发布会举行

12月3日，西商联合会首届春
晚新闻发布会暨“惠西商”微商城
正式上线在西部国际广场举行。

据了解，以“天地人合、铸梦西
商”为主题的西商春晚将于2019年
1月6日在曲江宾馆举行，届时将有
1000多位西商企业家参加此次盛
会。春晚分为舞动西商梦、和谐西
商情、共行西商路、大美是西商四
个乐章进行。其部分节目将由各
个商会选送，经过筛选登上舞台，
以此来展现西商企业风采，打造一
场体现商会风貌、彰显西商特色，
兼具时尚化和融通性的盛大演出。

会上，同时宣布了“惠西商”微
商城正式上线。该商城由陕西和
约网络科技公司联合延长壳牌及
陕西省中大型优秀企业，共同服务
于西安西商联合会会员。涉及房
产、餐饮、酒店、娱乐、养生、珠宝、
汽车、空中救援等一系列的生活服
务项目，致力打造开放式高端优质
服务平台。P ⑤ 刘鸿斌

智慧零售大开发上演“西安速度”

苏宁小店实现西安地铁全覆盖

打造引领行业的营销模式 打造高端管理平台

“新陕汽”三年实现千亿梦

陕汽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宏明介绍2035战略

用实力让梦想落地
合能枫丹系产品落子西安浐灞

12 月 1 日，一场主题为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的盛会
在西安浐灞锦江国际酒店举
行。这场集见证梦想、艺术鉴
赏、枫丹系高端人居产品发布
为一体的盛宴，将合能地产的
品牌文化和产品立意演绎得
淋漓尽致。

梦启风华共同成就

来不及吃完饭的出租车
司机、寒风中被客户爽约的
销售顾问、深夜仍在奋战的
设计师等，发布会还未开
始，一组表达逐梦的视频画
面 吸 引 了 到 场 嘉 宾 的 目
光。平凡的三个人物，简单
的三段故事映射了现实生
活中万千的追梦人，令现场
嘉宾为之动容。而这样的
画面正与合能地产致敬城

市奋斗者的初衷一样，希望
每个认真生活的人都能成
就梦想，成就生活。

悦会浐灞丹心筑家

合能携手中国房企品牌
10 强远洋地产，深入研究城
市人居需求，匠心打造第三
代枫丹系产品“枫丹唐悦”项
目正式落子西安浐灞。发布
会上，合能地产西安公司副
总经理李天宇在介绍枫丹唐
悦的产品内涵时表示，不同
于之前的产品，此次第三代
枫丹系升级之作，将“城市资
源+生态+人文”三者共同融
入产品的灵魂，开启城市人
居新篇章。未来，合能将以
初心致雄心的态度，持续深
耕西安，匠著属于这座城市
的更多人居标杆。

根植城市 共建繁荣

据了解，在枫丹系的选
址上，合能地产秉承更成
熟的土地观，紧随城市发
展步伐，探寻浐灞世界湾
区的非凡价值。枫丹唐悦
项目所在区域拥享三横四
纵立体交通，辛家庙便利
生活圈、砂之船奥莱休闲

生活圈、大明宫万达品质生
活圈、领馆区涉外商务圈四
大城市级商圈交汇。毗邻
两河三园双湿地原生态风
光盛景，浐灞一小、一中，西
大附中、西京医院、唐都医
院等强大教育医疗资源云
集，可以满足业主享受高
品质生活。P①

胡琳

合能地产西安公司副总经理李天宇介绍枫丹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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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克昂科威
成都试驾

近日，昂科威试驾活动在成都
举行。

作为通用汽车全新一代战略
车型，别克昂科威外形设计秉承了
ENVISION 愿景概念车的设计精
髓。现款车型有1.5T和2.0T两种
排量可选，每种排量都有两驱和四
驱车型。1.5T搭配7档双离合变速
器、2.0T搭配6档手自一体变速器。

值得一提的是，别克新昂科威
提供标准、巡航、运动、越野四种驾
驶模式，各种驾驶模式带来不同的
动力及悬架体验。此外，昂科威配
备的CDC（连续减震控制系统）悬
架系统能够做到在车轮上下剧烈
抖动的时候，使车身尽可能保持稳
定状态。

在试驾过程中，除了感受到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的便利外，
LCA车道变更辅助系统+SBZA侧
盲区预警系统也是非常实用，当系
统在左右盲区内探测到车辆，或左
右两侧车道后方有车辆快速接近
时，则左侧或右侧后视镜显示器将
点亮，作为不要变换车道的警告提
示。P③ 屈雅晴

全新帕萨特途岳
西安上市

11月30日，全新一代帕萨特、
途岳在西安上市。

发布会上，上汽大众西北销售
公司总经理马建平表示，用山和水
来分别形容途岳和帕萨特，真是恰
当无比。水，代表一种洞见时代的
从容智慧；而山，则代表一份砥砺
前行的坚毅勇气。以山之势，以水
之智，看到了上汽大众的品牌之
道。未来的10年、20年，以不断升
级的崭新格局回报广大消费者。
全新一代帕萨特车内的空间增大
了，后排也不觉紧凑了，身心宽敞
了。超大全景天窗，增加车内的亮
度，拓宽车内的视野。全新一代帕
萨特，流线造型，三屏智能互联，智
能电动尾门等有12大亮点，再次定
义B级车市场标杆。途岳有小途昂
的美誉，岩石切割的硬朗造型，不
失时尚感和运动感，车内自带定制
beats音响，智能四驱等都让此款车
更加吸睛。P④ 刘鸿斌

11 月 30 日，陕汽商用车
2019 商务研讨会在宝鸡举
行。会上，发布了“2035”战略
规划：从 2025 年到 2035 年，陕
汽全系列商用车产销将突破
20万辆，销售收入突破两千亿
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当
日，“陕汽集团商用车有限公

司”揭牌。
在发由会上，三秦都市报全

媒体记者采访了陕汽控股党委
书记、董事长袁宏明。

三年时间实现千亿梦
三个阶段完成新规划

袁宏明介绍说，“新陕汽”

将以动力总成差异化为特点，
重点发展高端长头车、载货车、
自卸车、高端智能物流车、专用
车、新能源中轻卡车。通过线
上线下和体系内外的全面协
同，有针对性、差异化的营销策
略，打造引领行业的营销模式，
实现高质量的增长，打造高端
的管理平台，彻底改变过去传
统、粗放的管理模式。

再造一个“新陕汽”是企业
“2035”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
业计划分三步走：首先用3年左
右时间，达到产销5万辆，实现千
亿陕汽梦；其次，从 2020 年到
2025年，产销10万辆，销售收入
突破 1500亿元，陕汽全系列商
用车业务进入国内领先行业；第
三个阶段，从2025年到2035年，
产销 20万辆，销售收入突破两
千亿元，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打造国内一流品牌
实现追赶超越目标

袁宏明说，再造一个“新陕

汽”要做全产品、做强研发、做
大规模、做优效益，打造一个全
系列、技术领先、多方共赢、高
质量发展的商用车公司。要在
陕重汽挑战国内第一的战略引
领下，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品
牌。从产品、营销、服务、质量、
生产、管理等方面采取举措，实
现快速发展。

首先，打造一个全系列产
品的商用车公司，产品要做到
从 3 升到 15 升、从 100 马力到
700马力、从载货车到专用车、
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等产品的
全覆盖；其次，每年研发投入的
费用占营销收入的5%以上，推
进“1801”项目，确保新产品准
时上市。

“新陕汽”的成立对于陕汽
集团而言，无论是从品牌还是从
产品技术方面，将是一次“质”的
飞跃。未来“新陕汽”将会有什
么大动作、大手笔、大作为、大发
展、大变化，我们将拭目以待。

本报记者刘鸿斌

11月 30日，西安苏宁小店
公司与西安果岸便利公司宣布
达成品牌战略合作，完成西安地
铁1、2、3号线地铁站便利店的品
牌转换提升。今年 12月底，31
家苏宁小店西安地铁店将全面
完成品牌改造。

提速
苏宁小店年底签约200家

今年 3 月，苏宁零售集团
副总裁卞农对外发布苏宁易
购“智慧快消”战略：要在未
来三年内开设 5000 家苏宁小
店，做中国第一的 O2O 社区
小店运营商。12 月底，苏宁
小店在西安签约门店总数将

突破 200 家，覆盖主城区各大
社区。本次品牌签约完成的
31 家西安地铁店也将在年底
完成全部品牌改造并合作运
营。届时，全新的苏宁小店
会绽放在西安地铁沿线各站
点，更好地服务于乘客。

“现在，纯电商平台的流量
成本越来越高，在线上遇到了
瓶颈，于是纷纷到线下寻找流
量入口，O2O 是必然的选择。”
陕西苏宁总经理王军说，“苏宁
小店是离消费者最近的、给消
费者提供的是高频次日常生活
必需的产品和服务，目的是链
接消费者，把线下的流量带到
线上，增加粘性。”

升级
引进早餐、彩票等服务

除了地铁便利店的日常快
消品，苏宁小店还依托苏宁易购
健全的服务体系，构建最后100
米的生活服务圈。苏宁小店西
安地铁店将有彩票、早餐、长安
通充值等多项特色服务。此外，
为了更好发挥苏宁品牌，所有地
铁便利店将引入家电维修、家电
清洗保养、家政保洁等一系列便
民服务举措。

“此次在西安地铁完成苏
宁小店品牌的全覆盖，是对苏
宁小店服务能力的进一步提
升。”王军介绍，苏宁小店在陕

西已经成为苏宁线下扩张的核
心主力，通过便利店+APP的模
式，精准对准社区市场，形成生
鲜+社区+零售的新攻势。不仅
满足消费者购物、餐饮、服务、
快递等全方位的日常服务需
求，而且高度契合了西安市便
民经济新趋势。

“苏宁智慧零售大开发战略
布局中，苏宁小店业态是打通流
量入口最关键的一环，也是苏宁
最后100米完善业态布局、将优
势扩大的核心环节。通过苏宁
小店品牌前端支点的作用，将苏
宁易购的产品、服务、体验带到
消费者家门口。”王军表示。P②

王蒙

西商联合会首届
春晚发布会举行

12月3日，西商联合会首届春
晚新闻发布会暨“惠西商”微商城
正式上线在西部国际广场举行。

据了解，以“天地人合、铸梦西
商”为主题的西商春晚将于2019年
1月6日在曲江宾馆举行，届时将有
1000多位西商企业家参加此次盛
会。春晚分为舞动西商梦、和谐西
商情、共行西商路、大美是西商四
个乐章进行。其部分节目将由各
个商会选送，经过筛选登上舞台，
以此来展现西商企业风采，打造一
场体现商会风貌、彰显西商特色，
兼具时尚化和融通性的盛大演出。

会上，同时宣布了“惠西商”微
商城正式上线。该商城由陕西和
约网络科技公司联合延长壳牌及
陕西省中大型优秀企业，共同服务
于西安西商联合会会员。涉及房
产、餐饮、酒店、娱乐、养生、珠宝、
汽车、空中救援等一系列的生活服
务项目，致力打造开放式高端优质
服务平台。P ⑤ 刘鸿斌

智慧零售大开发上演“西安速度”

苏宁小店实现西安地铁全覆盖

打造引领行业的营销模式 打造高端管理平台

“新陕汽”三年实现千亿梦

陕汽控股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宏明介绍2035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