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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知
车展
更多
内容，
扫一扫！

“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职场青年挑战赛32名参赛者分享成果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周月光）“卖车
展门票是我人生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今天，金秋
车展丰众华长安杯职场青年挑战赛举行成果分享
会，32名参赛者克服困难、挑战自我的故事让人
感动。

“我是胆子很小的人，公开场合都不敢大
声说话，但为挑战自我，我参加了这次挑战
赛。”一位海南师范大学的大四女学生说，卖车
展门票 4天时间里，克服了心理障碍，学会了
如何与陌生人交流，不仅每天都能卖出车展门
票，而且每天都感觉到今天比昨天好一点，每
天都觉得在成长。

成果分享会上，5个挑战团队汇报了4天卖车
展门票的经历，虽然很多人是未出校门的大学生，
但他们的策划既实在又有创意，有的到汽车4S店
中蹲点，有的与大型驾校合作，有的把车展门票设
计成季度奖成功推销给幼儿园。“就是感觉时间太
短，刚刚学会如何开口推销就结束，希望这样的大
赛年年举办。”一位参赛者说。

为帮助年轻人更好的成长，丰众华长安汽
车销售公司策划，以海报集团 2015 金秋车展
为契机，聘请专业的人力资源培训机构设计此
次职场青年挑战赛，受到广泛关注，1000多年
轻人报名参加，通过层层选拔，最终32名积极
挑战自我的年轻人入选，经过短暂培训后，在5
位职场成功人士指导下，分成5个团队在海口
市明珠广场、京华城等商圈开展销售车展门票
比拼。

今天，挑战赛实战阶段结束，成果分享会上，
根据五个团队的表现，评委打分综合评比，一位挑
战者获得综合实力奖，获得台湾游大奖。

据了解，活动组织者将从32名挑战者选出
20名优胜者，到车展现场进行服务实战比拼，优
胜者不仅有机会赢取现金大奖、台湾游大奖、数码
礼包等奖品，而且有望得到多家企业提供的高薪
岗位。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周月
光）2015年最好买车时机到了——海报
集团 2015 金秋车展 9月 17日拉开大
幕，500多款车放价促销……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已成功连续举办
8届，累计现场售车17124辆、成交额
21.158 亿元、消费者观展 150 多万人
次。8年努力，不断超越，海报集团金秋
车展在市民与车商中形成良好的口碑，
被誉为“最会卖车的汽车展会”。

今年以来，车市遭遇寒流，本届车展
得到车商格外重视。占岛内汽车销量超
20%的汽车集团——嘉华集团经销的中
高端汽车品牌100余款车型全部参展；
岛内经销汽车品牌最多的经销商——海
南福德集团旗下17个汽车品牌集中发
力；此外，岛内重点汽车经销商海南东风
南方汽车公司、海南创亿汽车公司、海南
京诚汽车公司、海南世博汽车公司、海南
宝翔行宝马汽车4S店、海南皇冠实业汽

车公司等60多个汽车品牌车商经销商
500多款车型将集中登台展销。

车展组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海报
集团2015金秋车展，除参展汽车品牌涵
盖高中低主流车型外，还有四大看点：

看点一：各款车价格比
拼，优惠惊人

卖车不求赚钱，只求走量，车商争
着优惠。福德集团 20多款车巨惠促
销：沃尔沃的XC60直降3.5万元，S0L
现金优惠5.5万元；进口现代的捷恩斯
2 驱豪华版直降 5.5 万元，格锐格锐
3.0L舒适版直降3万元；上海大众的全
新明锐现金直降 18000 元，昕锐最高
综合优惠 20000 元；福特全系最高优
惠4万元等。嘉华集团的奔驰4S店促
销车型ML车展重点推介，最大优惠达
15万元；英菲尼迪4S店车展重点推介
QX60和Q50L两款车型，车展购车最
高优惠达到30万元；海南宝翔行宝马
4S店宣称：车展期间推出巨幅优惠，最
高优惠达到10万元，20万元买宝马成
为现实……

看点二：多款新车型车
展首秀，让人期待

本届车展，车商纷纷推出最新车型。
一汽大众推出两款新车型：奥迪A6 all-
road quattro是一款融合SUV越野性
能与豪华轿车舒适性的高档C级全路况
旅行轿车，将首次与海南车迷见面，奥迪
Q5南方版车型也将首次登陆海南；一汽
丰田推出两款新车型：全系标配2.0T+双
涡管涡轮增压发动机搭配手自一体式8
档自动变速箱等先进配置的全新皇冠
2.0T在车展上正式登陆海南，搭载双引
擎的超低油耗的新款卡罗拉借车展在海
南首次亮相；讴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推出
车展特别定制版RDX SUV，车展期间市
民订购，将享受到5万元的现金优惠……

看点三：奖品总值50万
元，超乎想象

本届车展，组委会再三增加奖品，
除原计划的“一等奖 iPhone6（每天 2
名，共计8名）；二等奖海尔1.5匹变频

空调（每天 5名，共计 20名）；三等奖
iPad mini 2（每天6名，共计24名）；
四等奖三星手机G5308W（每天8名，
共计32名）；五等奖聚蓝牌便携式净水
器（每天60名，共计240名）”外，又两
次额外增设16名境外游惊喜大奖和8
名汽车音响改装大礼包：境外游惊喜大
奖包括单人行美国西海岸精品游、单人
行日本6天游、两人行泰国6日游、两人
行澳门直飞3天2晚游、两人行新马6
天5晚游、两人行台湾8日游等，8名
幸运大奖每份是价值4999元的汽车音
响改装大礼包，以上奖品总价值累计达
到50万元。

看点四：车展演艺节目
多，让人目眩

6位俄罗斯美女和美国美女同台表
演。据悉，车展期间，还有来自多个国家
的40多位美女帅哥每天上演8场爵士
舞、牛仔舞、佛朗明歌舞蹈、康康舞、专业
乐队以及好莱坞之夜——摩登女郎等节
目，车展上述精彩节目而成为一场令人
目眩的视觉盛宴。

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上演全年车市大戏

500多款车放价走量 最高降30万

威信长安：车展零利润促销
本报海口9月16日讯（记者周月

光）从3万元到20万元，从迷你SUV到
大中型SUV，从个性到越野，从酷炫到
极致，从高端到大气，从经济到实惠，一
应俱全，你想要的都有。在海报集团
2015金秋车展期间，海南威信汽车销售
公司长安全系车推出“0利润”级价格限
时车展直销，综合优惠最高达到3万元。

海南威信汽车公司市场专员黄玲介
绍，CS75和悦翔V7是长安汽车中最热销
的两款车型。长安CS751.8T涡轮增压
发动机，动力输出稳定顺畅，整车油耗与
排放水平大幅降低，更带来无可阻挡的驾
驶快感。该款车指导价10.88—14.38万
元，车展期间综合优惠将达到1.7万元。

作为长安汽车旗下全新车型，与同
级其他车型相比，悦翔V7大幅度使用镀
铬的装饰材料，整体提升外型色调，再加上
车身线条犀利，更显悦翔V7家轿的精炼
与力感。该款车指导售价为6.09—8.69万
元，车展期间最高优惠将达1.2万元。

此外，既省油，又便宜的长安悦翔
V3也将登陆本次车展。悦翔V3搭载
1.3L全铝发动机，最大扭矩达到121N·
m，最大功率达到69kW，在同级别车中
处于领先地位，城市路况下综合油耗仅
为5.6L/100km。相对同级车而言，悦
翔V3显得特别节能省油。该款车起售
价只有4.39万元，但综合优惠将达到1.1
万元。

长安第一款自主研发的小型SUV
车CS35、做为一台都市跨界车拥有劲动
力输出的CX20等车型也将参展。长安
汽车全系车型将亮相海报集团2015春
秋车展C馆05号展台。黄玲说，长安汽
车展台将为市民呈现一场精彩绝伦的汽
车Show和令人惊喜的购车盛宴！

据了解，经过多年发展，长安汽车成
长为中国最大自主品牌汽车企业，也是
唯一一家自主品牌汽车产销累计突破
1000万辆的车企，连续7年实现自主品
牌销量第一。黄玲说，海南威信作为岛
内长安老牌A级授权经销商，将依括长
安品牌，精诚服务，深耕市场，为长安车
主提供贴心服务。

“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的所有展馆基本搭建完工，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布景。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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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27日，海南省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下属的海南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定安
县塔岭新区举行乔迁揭牌仪式，正式迁驻定
安县。

尽管建设项目遍及全岛，但由有60年历史
的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改制而成的海南二
建，公司地址长期以来坐落于省会海口。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迁驻定安？
“我们非常看好定安的发展前景。”海南

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何焕广目光敏
锐，他解释说，定安是海口的后花园，交通便
利，配套能力良好，区位优势独特，近年来，定
安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有目共睹，加之即将
建成通车的定海大桥，定安与海口的联系必
将愈发紧密，成为省会经济圈中不可或缺的
重要一环，正进入加快发展的快车道，是一片
充满生机的热土。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海建集团不断完
善区域战略布局，加强与周边市县开展战略
合作，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成
功地将项目合作建设、房地产开发、产业园区
选址辐射至省内各地，为企业的转型升级打
下坚实基础，也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一
定的贡献。

早在2014年，定安县人民政府就与海建
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就海建集团所
属企业总部基地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
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和工程建设相关事
宜达成合作意向。

紧抓发展机遇，先行一着。入驻定安，成
为海南二建企业战略布局的第一步。进驻定
安以来，海南二建已先后承建了定安县见龙
大道改造工程项目、联塑厂区配套工程等项
目建设，为定安当地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海南二建迁驻定安，抢抓发展机遇

企地无缝联动 携手共谋发展
除了见龙大道改造工程，海南二建还参

与建设了定安县春阳商贸城旧城改造工程拆
迁安置项目、定安县农林科学研究所澎湖改
造项目一标等项目，为定安县基础设施建设
及城市面貌改造贡献力量。

海南二建，这个具有大型工程总承包能力、
市场竞争能力、技术力量雄厚、施工经验丰富的
建筑施工企业，具备年完成总产值50亿元人民
币生产能力的公司，对定安的作用远不止此。

定安县地方税务局有这样一个亮眼的数
据：2014年5月将公司总部迁址至定安，截
止2015年8月，海南二建已在定安县缴纳税
款共计4679万元。“海南二建缴纳税款可占
定安全年税收的10%。”定安县地方税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税收形势严峻的情况下，
海南二建对于定安地方税收有着积极的影
响，有力地促进全县经济健康发展。

入驻定安，海南二建也感受到了定安县
委、县政府在行政服务等方面一如既往给予
全方位支持。此前，定安县就表示，定安的发
展与企业息息相关，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
务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要在微观上贴近企业、
跟踪服务，积极为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创造良
好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发展。

“在定安地税局，我们感受到了VIP般的
待遇。”海南二建财务部相关负责人还记得，
2014年5月，海南二建刚进驻定安之初，办
税人员均在海口办公，办税不得不在海口和定
安两地之间来回奔波。一次，公司多个项目的
外管证即将到期，如无法按时办理将造成严重
影响，得知情况的定安县地税局立即启动预
约、延时及上门服务，主动联系，通过邮件和传
真收集好所需资料，安排人员加班加点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了20多份外管证的续办和开具工
作，并派专人专车将这20多份外管证送到海
南二建，把需要公司盖章备案的原件资料取
回。“整个办理过程仅用了1个多小时，解决了
我们公司的燃眉之急。”对定安县地税局的高
水平服务，该负责人表示高度赞誉。

“未来，我们也希望积极参与到定安南丽
湖建设以及城镇化建设中，期待在定安的发
展中发挥能量。”在何焕广看来，通过同定安
县的深入交流，在项目建设上谋求更大突破，
实现海南二建和定安县的互利共赢。（晁悠）

宽阔的沥青路面画上了崭新的交
通线，节能路灯排列整齐，人行道地砖
色彩明快，今年春节前实现功能性通
车的见龙大道让定安市民和来往的游
客感受到了城市的新面貌。“这是我们
县城最漂亮的路！”市民王春姬对见龙
大道焕然一新的模样十分满意。

见龙大道是出入定城镇的门户主
要道路，还是海南中部发展的重要横
向联系道——省道云文线（S202）的
定城路段。但长期以来，由于路面老
化，路基不稳定等因素，道路坑洼、雨
天积水，前些年成为定安百姓出行的
交通瓶颈。2014年4月，投资1.3亿
元的见龙大道改造工程正式动工，由
海南二建承建。“见龙大道改造工程
符合定安县城市道路建设规划，符合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完善定
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交通通行
条件和提高城市形象等有着非常的
重要意义。”何焕广说，深知见龙大道
改造对于定安的积极意义，在政府资
金还未完全到位的情况下，海南二建
先期投入5000万元，保证项目顺利
进行。

见龙大道改造工程包括老城区段
和新城区段，全长4078.939m（不含
潭榄桥），建设内容包括道路工程、排
水工程、照明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
程、绿化工程、交通工程等。作为定城
镇主干道，见龙大道两侧布满商铺，工
程施工给居民营业和生活造成一定程
度的影响，为尽早还路于民，海南二建
采取超常规举措，投入巨大的人员及

设备，由普通道路的分段施工改为新
老城区同时施工。在2014年两次超
强台风的侵袭下，海南二建克服困难，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紧抓工期，连续
作业。“见龙大道改造项目部每周都要
开例会，协调各相关部门，不断优化施
工方案。”何焕广介绍，经过9个月的
攻坚克难，海南二建终于如约按照合
同规定时间交付项目，在2015年春节
前实现功能性通车，给市民送上了一
份特别的“新春礼物”。

“海南二建在工期紧、任务重的情
况下，为定安百姓交上了一份满意的
答卷。”定安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莫朝伟
对海南二建的工作给予极大肯定，他
说，如今的见龙大道已经成为定安的
示范路、形象路、民心路。

瞄准定安发展前景 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提升服务水平

2015年伊始，海南第二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二建）职工的名片发
生了小小的变化：公司总部
地址标注为定安县塔岭新区
塔北路海南盛达·见龙苑。

从海口到定安，公司地
址变更的背后，是海南二建
战略布局的不断完善。

近年来，海南二建作为
海建集团的龙头公司之一，
在加快企业转型升级过程
中，将战略目标转向各市县
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建
设，率先布局，入驻定安，开
启企地双赢的新局面。

定安县城新改造完成的见龙大道。 水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