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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1.3T动力领先同级

智能系统满足多种用途

新帝豪搭载了吉利自主研发的首款1.3T涡

轮增压发动机，它集成尖端涡轮增压技术、进排

气双VVT技术、正时链条免维护技术等，具备高

性能、轻量化、超耐久、低油耗的优异特质；发动

机最大功率98kW，峰值扭矩达到185Nm，最高

车速可达195km/h， 高效的动力输出领先同级，

让前行加速随心所欲。

匹配了1.3T+6MT和CVT的新帝豪， 工信部

百公里综合油耗分别为5.7L和5.9L，在A级车型中

首屈一指，满足用户对动力和经济性的双重需求。

新帝豪紧跟时代趋势， 还搭载了新开发的

G-Netlink吉利智能车载系统和G-link吉利手机

交互系统。G-Netlink吉利智能车载系统除了原

有的多媒体播放、一键导航、生活资讯服务外，新

增SOS紧急救援、 气囊弹开报警等安全保障，还

有语音控制、WiFi热点覆盖车内等实用应用。而

G-Link吉利手机交互系统则是一个将用户手机

与车载屏幕无缝互联的系统， 通过HDMI、USB

或蓝牙等连接方式，安卓和苹果手机都能够直接

与车载屏幕连接起来。

欧洲标准研发

安全性更突出

新帝豪以严苛的欧洲ECE整车认证标准为

研发标准， 外形不仅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审美观，

更兼具欧洲风格的原创时尚。生产线全部采用世

界一流的设备和工艺，如ABB、PDE、杜尔等，整

车品质完全可与合资车型媲美。 吉利集团副总

裁、 销售公司总经理孙晓东表示：“新帝豪遵循

欧洲高标准打造，不但保留了现款车型的所有优

点，还对动力、智能化配置进行了全新升级，应该

说品质更好、实力更强。”

五年来， 帝豪实现总销量60万辆的成绩，被

媒体评为自主品牌向上突围、 成功进军中高端

市场的经典车型。 而新帝豪延续了现款车型的

五星安全，以欧洲安全标准为导向，采用高强度

吸能式车身， 有效吸收大部分的正面和偏置碰

撞能量，降低对乘员区域的冲击。此外，ESC电子

稳定控制系统、HHC坡道辅助功能、BOSCH� 9.0

版本ABS+EBD等多重安全配备， 可大幅提升安

全性能。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怎样看待翻转课堂？ 网络教育对传

统教育有哪些贡献？ 怎样充分运用碎片

化的时间？上周四，中国网络教育论坛成

都站开讲，能力天空CEO楼英明、沪江网

副总裁徐华、 成都新东方学校校长赖寒

等出席论坛， 从不同产业角度分析网络

教育的实践情况。

据统计，目前，我国互联网用户达到

7亿， 在线教育也迎来蓬勃发展的势头，

包括网易公开课、阿里巴巴、腾讯在内的

网络巨头也涉足在线教育。 教育部在清

华大学成立了在线教育研究中心， 在线

教育A股上市的公司达8家。

能力天空CEO楼英明表示， 互联网

对于教育的意义，是让最优质的教育资源

得到最大化利用，促进教育公平。但互联

网教育并不优于线下教育，未来最好的教

育模式应该是O2O （Online� To� Of-

fline）。沪江网副总裁徐华表示，在线教育

的难点， 是如何将全流域用户沉淀下来，

变成固定用户，进而成为会员。四川大学

老师杨晓云认为，2013年被称为在线教育

元年，在线教育市场火爆的同时，也面临

很多现实困难，教育质量问题是全球在线

教育遇到的重大挑战，平台、课程、服务一

个都不能少，如何鼓励用户利用碎片化时

间进行在线学习， 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成都新东方学校校长赖寒则指出，互联网

对教育不是一种颠覆，只是一种有效的补

充，因为线下的读书氛围、现场感、学生对

团队的感觉，是线上无法提供的，需要厘

清线下哪些东西可以被网络所优化。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上周日，“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

体验课现场，初一年级的张宏宇短时间内

背下全年英语单词，数理化公式、定理，历

史、政治等学科知识考点轻松记忆，让现

场的家长和孩子叹为观止。 据悉，“非凡

学习力·成长新革命”体验课近期门票已

被抢订一空， 应广大家长的强烈要求，组

委会将在8月2日再次加开体验课，名额有

限，家长务必提前电话预约。

解决记忆难题

全年英语单词几天背完

近日，“非凡学习力·成长新革命”

体验式课堂，凭借其独特的教学课程，有

效增强学生的思维能力， 提升学习记忆

力与专注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启发学生

的联想力与创造力， 提高快速阅读、收

集、处理大量学科知识的能力，让学生学

会如何花最短的时间记忆最大量的学科

知识，掌握轻松记忆的本领，短时间内背

下全年英语单词，将所有知识消化吸收，

变成 “磁盘” 存储到孩子的大脑中。并

且，从本质上改变学生的思维模式、学习

方法和记忆方法， 迅速提升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记忆能力， 让学生对学习充满浓

厚的兴趣，从此爱上学习。

怕考试变盼考试

因为高分数有把握

张超同学刚刚升入初三， 准备明年

报考重点中学。他说：“我参加体验课后，

在各个学科方面都有很大的收获。以前，

我记英语单词，总是靠死记硬背，记得快

忘得也快，多次重复记忆，浪费了很多学

习时间。学会体验课老师教给我的学习、

记忆方法之后，学习成绩明显提升，能够

用一张纸把整本书的重点内容画下来，

将整本教材‘存入’大脑，从头到尾回忆

起来，想忘都忘不掉；考场上就像翻着课

本在考试一样， 轻车熟路， 想考不好都

难。”在最近的这次考试中，张超的成绩

从全班第28名一下跃居第5名。

用超能学习法

轻松考上重点高中

15岁的刘娟去年还是一名让老师头

疼、让父母忧心、让同学疏离的学生，逃

课、上网、玩游戏……所有父母担心的问

题都发生了。无奈之下，父母带着不听话

的女儿来到体验课现场。

体验课之后， 父母看到了女儿身上

神奇的变化，她开始不跟父母顶嘴，学习

兴趣变得特别浓厚。 刘娟说：“我现在全

年英语单词5天背完，语文、政治该背的

知识能够在短时间内背下，数学、物理那

些公式、定理更是小菜一碟。”她是班里

进步最大，让老师同学无比惊叹的学生，

毕业考试更是以全班第13名的成绩进入

市重点高中。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全年英语单词几天背完？

现场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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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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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温情提示

本次精品课堂仅设

50

个家庭

席位， 按电话报名先后次序安排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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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质量是在线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继连续多年拿下全国销冠之后，四川惠通陆

华再传捷报：2013年2.8万台次的进店保养/维修

量，让四川惠通陆华成为捷豹路虎全球单店售后

业务量的NO.1。在此之前，四川惠通陆华已连续

3年获得捷豹路虎中国最佳经销商和最佳售后经

销商双项大奖，并在去年获得捷豹路虎中国经销

商“特别贡献奖”。

一个西部城市的4S店内，何以能成就全球单

店第一的售后业务量？2.8万台次的背后，是一支

怎样的团队在服务？让我们走进机场路四川惠通

陆华旗舰店维修车间一探究竟。

优秀团队提供最专业技术保障

都说一个好的带头人是一个团队成功的关键，

四川惠通陆华售后服务经理彭彬曾供职于奥迪、宝

马、讴歌等豪华车品牌，2011年加盟四川惠通陆华，

第二年就拿到捷豹路虎中国“杰出售后经理一等

奖”，2013年又斩获“优秀服务经理一等奖”，最终

在去年实现了2.8万台次的惊人售后业务量。

彭彬非常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店还有4名

脱产的技术研发人员，他们不修车，专职技术研

发和解决疑难问题。”据他介绍，四川惠通陆华售

后每一位员工均接受过捷豹路虎中国的服务流

程培训和维修技术专业系统培训，且取得捷豹路

虎品牌技术资质，100%具备国家行业认可技术资

格证，售后服务团队曾获得由厂家颁发的“最佳

客户关系奖”、“优秀服务顾问奖”等大奖。

作为捷豹路虎品牌新服务流程的样板店，四

川惠通陆华的售后部每年有两次与捷豹路虎英国

工程部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可以根据一线反馈的

问题提出对车辆设计的优化改进建议，而具备这

个资格的4S店，在中国120家经销商中仅有3家。

90分钟快保打造全国示范样板店

除了优秀的服务团队，强大的硬件实力也是

四川惠通陆华能提供高品质服务的前提。店内配

备了价值上千万的检测维修设备，都是厂家的最

先进设备，如成都只有两台的大梁校正仪，价值

超过40万元。彭彬指出，非4S店的修车行大都靠

经验修车，而现在的车辆维修，至少1/3要靠设备

达到精确化的检测和校正。

一年2.8万台次的业务量，意味着每天至少有

77台次进店维修保养。如何提高效率，解决客户等

待时间长等问题，成为四川惠通陆华提升客户满

意度的关键。店内花300万元打造的全国唯一的独

立快修车间，通过双人快修、快速服务通道优化流

程等措施实现了快保90分钟完工的承诺， 凡是符

合快保条件的车辆，都能在90分钟内完工。而在此

之前，同样的服务项目一般需要150分钟。

下个月，惠通陆华集团将花重金聘请全国喷

涂专家、行业金枪手，驻店三个月指导快喷业务。

10月开始， 店内将实现 “油漆一个板面当天交

车”的承诺。

特色服务打动客户

“爱车讲堂”或许并不新鲜，但在四川惠通

陆华，它却是一个和车主沟通的最佳纽带。彭彬

说：“爱车讲堂就是要告诉客户正确的车辆信息

和使用方式，我们将打破传统，把客户带到户外，

以实际使用+理论知识的方式让客户认识自己

的车。” 据调查，65%的客户使用3年后都没能真

正了解车辆的全部性能和使用方法，这也是“爱

车讲堂”诞生的初衷。

成都商报记者 刘爱妮

搭载1.3T动力整合欧洲标准核心技术

吉利新帝豪上市

售价6.98万起

2.8万台次创下捷豹路虎

全球单店售后业务量第一

———解读四川惠通陆华售后业务成功之道

7月26日， 吉利汽车第一款搭载1.3T及G-Netlink吉利智能车载系统、

G-link吉利手机交互系统和WIFI等热点配置的新帝豪在济南正式上市。新

帝豪在继承现款车型优良基因的基础上，品质、工艺、造型、动力和车联网技术

等方面均发生了本质性的飞跃。 新帝豪包括1.3T和1.5L两个排量共计15款

车型，售价区间为6.98万～10.08万元。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总裁安聪慧表示：

“作为首款悬挂新标识的车型，新帝豪是吉利汽车承前启后的一款核心产品，

将推动吉利在技术、品质、品牌上实现‘三级跳’。”

7月28日， 年度重磅中级车广汽丰田雷凌正

式发布。一场色彩斑斓的“雷凌秀”在广州上演，

好莱坞电影短片《雷凌》全球首映，主演“金刚

狼”休·杰克曼、舒淇亲临助阵。首映红毯秀上，

秦岚、宁静、李宗翰、金志文、欧豪等国内明星与

雷凌联袂亮相，助力雷凌全国上市。

雷凌基于丰田全球最先进的新MC平台打

造，吸收了北美版卡罗拉的设计元素，向时尚、动

感方向进化，并针对中国路况和市场需求，做了

适应性的调整和重新开发。雷凌被誉为“史上最

帅气中级车”，同时也是丰田史上最具操控性的

中级轿车。 雷凌共有1.6L和1.8L两个排量8款车

型，官方指导价为10.78万~15.98万元。新车将于8

月中旬抵达各地销售店，并陆续交付用户。

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李晖表示：“作为广

汽丰田十年发展历程中的第一款中级车，雷凌是

一个全新路标。它不仅展现了冲击中级车市场第

一阵营的雄心，也展露出广汽丰田对中级轿车市

场的理解和营销策略发生的显著变化，让我们有

机会与消费者进行一次深刻的对话。”

据悉， 从8月起，《雷凌》———梦想之旅移动

电影院将在全国举办逾100场城市巡展， 构筑影

展+车展的新颖传播模式。同时，借助美国全新

互动视频技术，广汽丰田将首次开启时尚互动视

频营销新模式。在《雷凌》电影播放的过程中，当

车辆画面浮现红点时，观众即可点击直接进入雷

凌车型销售页面，这给消费者提供了新颖便利的

购车体验。

（刘逢源）

休·杰克曼、舒淇助阵《雷凌》首映

“新领秀”驾临

中级车市场进入雷凌时代

四川惠通陆华售后团队

卓卷美式超营公开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