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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FA顶级赞助助力现代汽车

近年来，从三星电子到现代汽车，韩系品牌在全球范

围内的强势崛起引人关注，而成功的体育营销正是其品牌

突围的最大制胜“因子”。现代汽车绑定2014巴西世界杯，

是最顶级的合作伙伴，这种战略上的“棋高一着”，最终使

得韩系汽车品牌脱颖而出， 造就了一段体育营销佳话。

2002年韩日世界杯，借助东道主之利，现代汽车成为了韩

日世界杯的官方赞助商，结果，世界杯带来的品牌效应令

人惊奇：现代汽车赛场广告牌的全球观看达400亿人次，消

费者关注度提高了14个百分点，当年现代汽车的销售量上

升超过30％，一跃成为全球六大车企之一。试水成功的现

代汽车坚定了和世界杯合作的策略，此后包括本届巴西世

界杯在内的比赛， 现代汽车都以FIFA顶级赞助商身份出

现。回报清晰可见：现代汽车全球销量从2000年的243万辆

一路上升，2013年达到756万辆，位居全球第五，其品牌价

值也水涨船高， 在Interbrand发布的2013年全球品牌价值

排行榜中，现代汽车位居第43位，在汽车类位列第7位，名

次攀升速度最快。北京现代在本届世界杯期间举行的各种

主题营销活动也将现代汽车的潜在顾客、老车主有效地串

联起来，将世界杯营销带来的品牌效应进行了落地。通过

赞助顶级体育赛事，北京现代近两年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

度不断提升，稳居中国汽车市场第一阵营，并在2013年实

现了“双百万”———累计产销突破500万辆，年产销突破百

万辆规模，对此，北京现代的体育营销功不可没。

（夏厦）

文明餐桌行动走进成都校园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

小餐桌，大文明，餐桌文

明是社会文明的缩影， 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窗口。“文

明”必须从娃娃抓起。日前，成都市教育局出台《2014

年成都市教育系统“文明餐桌行动”工作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要求全市教育系统开展“文明餐桌

行动”，以“节约粮食、不剩饭不剩菜”为主题，推动

形成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的良好社会风尚。

今年秋季入学后， 全市的中小学校园中都将能看到提

倡“文明餐桌”的标语、横幅。根据《方案》，学校将组

建“文明餐桌”志愿服务队伍，通过他们的监督和劝

导，引导学生就餐时不剩饭、不剩菜。

主题>>

第43届世界名校巡回招生面试会

时间：7月26日（周六）上午10点至下午4点

地点：成都索菲特万达大饭店4楼杜乐丽厅

主题>>

2014英国硕士预科中心校园开放日

时间：7月26日（周六）上午10点

地点： 清江中路35号西南财经大学文献中心附楼

一楼

（凌鑫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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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传祺闯入好莱坞，

中国制造融入世界主流文化

好莱坞文化是世界主流意识的一个缩影，欧美是汽车文

化的发源地，以《变形金刚》为代表的好莱坞电影在2013年

第一次向中国汽车品牌———广汽传祺伸出了橄榄枝。

2013年北美车展上， 动感炫酷的传祺E-Jet新能源概念

车一经展出，就引发美国不少媒体争相报道。彼时，紧张筹备

《变形金刚4》（以下简称《变4》）的导演迈克尔·贝正在寻找

“中国最好的汽车”， 造型出色的传祺E-Jet令其眼前一亮。

他亲自造访广汽传祺工厂并试驾传祺车型后，充分肯定了传

祺出色的操控基因，并称“传祺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汽车品

牌”。在《变4》这部有着全球极强票房号召力的电影中，传祺

与各大豪车同台，毫不逊色的表现印证了好莱坞大导演的火

眼金睛，也为“中国制造”的中国汽车闪亮代言。

最终，全球观众在《变4》中看到了异常抢眼的中国

传祺：世界首富的座驾，飙得过奥迪、凯迪拉克的中国车

……汽车大片《变4》从不同角度展现出中国汽车比肩

国际的卓越品质和不凡形象。这次，好莱坞一改前三部

只顾展示“美国肌肉”的思维定势，在第四部中尽情展

示中国视角，为中国车营造正面形象，这是对传祺的高

度肯定，更是中国制造里程碑式的胜利。

正向研发突破品质围墙，

传祺定义“中国制造”标签

中国一向以制造大国著称，但“中国制造”在工业

领域并不风光。在汽车领域，中国汽车品牌一度徘徊在

中低端市场，在欧美日韩称霸的全球汽车市场中显得极

为弱势。近年来，在合资品牌下探的严峻形势下，自主品

牌纷纷谋求向上突围。

作为中国车市的后来者，传祺践行品质制胜的发展

模式。其上市之初便切入中高端市场，突破品质围墙，采

用最先进的技术，打造最具竞争力的产品。2013年，传祺

在J.D.POWER新车质量研究报告中，跻身合资前列，位

列中国汽车品牌第一，成为首个真正能在品质领域与合

资抗衡的中国品牌。2014年上半年， 在自主汽车整体疲

软的情况， 广汽传祺完成销量5.1万辆， 逆势同比增长

50%，远超行业平均水平，巩固了其在中国中高端市场

的核心地位。

借助《变4》，广汽传祺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汽车所具

备的国际品质、精益工艺、创新设计和卓越性能。传祺与

《变4》的结合，实际上是国际化战略、全球化视野的产

物，它是正在经历蜕变的中国制造汽车品牌的缩影。

践行“中国梦，世界车”，

传祺布局国际化路线

传祺作为首个参演好莱坞大片的中国汽车品牌，显

示出搏击国际市场的强大决心和远景规划。 去年年底，

传祺在迪拜发布“有谋有动、整体布局、稳步发展、重点

突破”的海外战略方针，围绕各大洲重点市场为据点，

辐射周边区域市场，完成了18个国家的网点布局，进一

步加快中国中高端汽车出口的步伐。

对于广汽传祺品牌出征海外的展望，广汽乘用车总

经理吴松信心十足：“我相信在竞争更为激烈、 门槛更

高的海外市场中，拥有世界级品质、国际化设计、优异驾

乘感的传祺能够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有跟国际品牌同台竞技的比拼实力，也有星光璀璨

的大片光环，兼备软硬实力的传祺借助《变4》成功进入

全球视野， 大幅提升了中国汽车的品牌形象。 在践行

“中国梦，世界车”的道路上，广汽传祺将作为一张中国

名片向世界讲述中国制造的传奇。

（刘逢源）

中国制造进入世界主流文化

传祺借《变4》

重塑“中国制造”标签

什么时候买车最便宜？不一定是车展，而是7月、8月的

淡季！淡季销售压力大，4S店为了完成月度销量任务，往往

会放出抄底的价格，这个时候如果买车，既有意想不到的

超值优惠，还能避开车展期间购车高峰的一系列问题!

� � � �近日，记者走访了成都机场路、幸福梅林、羊西线、龙

潭工业园等几大汽车商圈后发现，进入7月后，一些4S店

的店内人气不旺，销售业绩也下滑不少，导致部分品牌的

库存已接近临界点，而为了提前释放购车者的消费欲望，

各种主题团购在上周末开始集体爆发。对此，有汽车经

销商告诉记者：“7月对经销商来说非常尴尬，要买车的

消费者都知道9月有车展， 所以都想等到那个时候再出

手，7月的量完全被积压到车展上了。但那个时候客户享

受不到很好的服务，还不如提前做好车展准备，释放一

部分销量。”因此，抓住7月这个令经销商头疼的淡季，果

断参与我们的“砍价团”，就能以优惠价格提前购车。

上周三，成都商报多媒体集群推出“砍价团”后，短短

一周的时间， 已经有超过300人通过四大媒体报名通道

报名。成都商报记者也会根据报名情况，安排品牌对口

记者及时与报名者取得联系，并有针对性地推送目前已

经获得的优惠信息。同时，针对准备在车展前提前购车

的客户，已经有不少经销商表达了与成都商报“砍价团”

的合作意向， 并推出了不少针对成都商报客户的特殊优

惠。赶紧看过来，这里肯定有让你心动的“特供车”！

7月7日数据显示，《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以超14亿的票房成绩，打破了《阿凡达》

保持四年的纪录，成为目前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最高票房纪录新的保持者，人气和呼声丝

毫不亚于同期进行的足球世界杯。作为片中首个也是惟一一个参演的中国汽车品牌，广汽

传祺在片中为“世界首富”保驾护航，同李冰冰上演追逐戏，狂甩豪车……作为中国汽车

品牌的典型代表，广汽传祺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预示“中国制造”不再仅靠性价比拼杀

市场，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品牌精神逐步融入到世界主流文化中去，凭借出彩表现向全世界

展示出“中国制造”的全新形象和品质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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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成都商报四大媒体报名通道报名，留下“品牌

+

车型

+

优惠类

型（如现金、现车）”信息，例如：“上海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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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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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两者合一即视为报名成功，所有报名读者将享受由厂家特批的“媒体

价”！报名同时您还可以提出关于购车的任何相关问题，将由成都商报对

应品牌记者“

1

对

1

”为您服务！

苦等车展比价买车？

提前带你“砍”欢

■广汽丰田

优惠信息：

凯美瑞10周年纪念版巨惠4万元、全系最

低14.98万元起；汉兰达清库特价限量秒杀。

特供优惠：

通

过成都商报四大媒体通道报名购买凯美瑞、汉兰达，在原

有优惠基础上再优惠1000元，成交客户再送全车车膜！

■一汽丰田

优惠信息：

城市SUV标杆全新RAV4综合优惠5000

元。

特供优惠：

通过成都商报四大媒体通道报名购买全新

RAV4，保证比原有优惠再多现金优惠，成交再送好礼！

■一汽马自达

优惠信息：

12.98万元买经典马6。

特供优惠：

通过成

都商报四大媒体通道报名购买经典马6，在此基础上再优

惠3000元，成交再送好礼！

■JEEP、克莱斯勒、道奇

特供优惠：

通过成都商报四大媒体通道报名可在与经

销商谈好的优惠基础上再获以下优惠：Jeep指南者、 自由

客、道奇酷威送500元油卡，Jeep自由光送1000元油卡。Jeep

大切诺基、牧马人、克莱斯勒300C送2000元售后抵用券。

猛砍狂砍疯砍！优惠再优惠！

派拉蒙影业副主席罗勃·摩尔与广汽乘用车总经理吴松（右）合影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刘爱妮

进入暑假，“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验式课堂再次

成为家长讨论的焦点。家长们不辞劳苦，从省内各地赶到成

都，只为抢占一个体验课名额。在体验课现场，几个十来岁的

孩子，经过不到半个小时的专门训练，英语单词记忆速度提

高了几倍，数字记忆力呈几何级提升，奇妙的思维方式更是

让孩子们欢呼“作文原来这么简单！”为满足众多家长的要

求，组委会决定于7月27日再次举行免费体验课，感兴趣的家长

可以拨打028-66765866报名抢票。

现场目击一：

单词玩着背，英语成绩直线上升

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年仅12岁的小美就把25个无规律的字

母组成的单词正背、倒背如流，还能“转着圈背”。在现场演示

结束后，家长们对小美的记忆力都赞不绝口，小美俨然成为小

明星、小神童了。小美能发生如此大的改变是因为她在三个

月前参加了卓卷美式超营的训练， 回来之后在新学期中，她

的英语成绩开始往上升，其他各科的成绩也都跟着大幅度提

升，更让爸爸妈妈开心的是在最近一次考试中，小美还考进

了班级的前三名！据训练的老师介绍，小美是因为掌握了高

效的记忆方法，把平时觉得很难背的知识点轻松记住了，把

学习当成玩一样。

现场目击二：

发现数字无穷趣味，数理化都不怕

现场有个孩子在听完了老师的讲解之后很吃惊， 他兴

奋地握紧自己的拳头，激动地说：“原来学习也可以这么好

玩，这么有意思！有了这些方法之后，数理化我还怕什么？什

么都会很简单！”他叫明浩，数学成绩是他上初中以来最头

疼的事，他参加过的补习班都不止三五个了，为了能学好数

学费尽心思，天天都在做题，可就是没成效，考试的时候成

绩总是被数学拉下来。事实证明，在明浩参加了卓卷美式超

营之后，学习数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据明浩的妈妈和老师

反映，他的学习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学习的方法改变了，

学习的效率提高了，也不用去参加各种补习班了。明浩的笑

容开始经常挂在脸上了，妈妈说现在明浩越来越自信了！

现场目击三：

奇妙思维方式，作文就是小菜一碟

老师在现场给家长和同学讲解了一套世界先进的思维

方式，用了仅仅不到20分钟的时间，在座的家长和同学们就

惊奇地发现， 一篇精彩绝伦的作文竟然在不知不觉之间已

经完成了，而且作文的内容非常生动，还有很高的可读性。

同学们都表示，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写作文，再也不用怕自己

的作文让人读起来像是流水账了。

现场的同学李明感触最深。他对老师说：“我一直坚持每

天写日记，就是为了能够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可是我坚持

两年多了， 作文还是写不好。 现在有了老师教的这个思维方

式，让我的思路变得很清晰，我要把这套先进的思维方式学会，

让写作文不再是令我头疼的大难题！”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高分无捷径 神奇方法真有用

超能学习法让孩子学习事半功倍

■主办单位：卓卷教育（中国）研究中心

■协办单位：都江堰光亚国际学校

■承办单位：北京卓卷教育集团成都校区

■最新体验课时间：7月27日上午9：00（正在抢票）

■体验课地点：劳动人民文化宫（青羊大道129号金沙车站

对面）

■抢票热线：028-66765866

本次精品课堂仅设50个家庭席位，按电话报名先后顺

序安排听课。因报名人数众多，为确保讲课现场每个家庭席

位能有效使用，家长在领票时需付50元席位押金，入场时

将凭票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