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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一季度，广汽丰田累计销售新
车161824台，比去年同期增长46%，全系
车型销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第八代凯
美瑞累计销量超4万台，同比增长21%，凯
美瑞双擎劲增1.3倍；雷凌家族累计销量
超过5.5万台，同比大增50%，持续热销；
汉兰达也实现13%的同比增长。

4月1日起，广汽丰田下调热销车型和
维保零件价格，并通过服务升级降低顾客
用车成本。

雷凌家族一季度增50%，即将迎来换代

第八代凯美瑞一季度累计销量41062
台，同比增长21%；其中2.5L和混合动力
车型销量占比达到60%，20万元以上车型
的购买比例超过60%。2019款凯美瑞于
3月全面到店上市，多项装备升级。

全新汉兰达一季度销量22072台，同

比增长13%；其中30万级车型销量占比达
到80%，四驱车型占比高达86%。另外，

C-HR 第一季度销量13027台。
雷凌家族去年销量首次超过20万台，

2019年一季度销量55156台，同比增长
50%，进入合资企业中级车车型前十。雷
凌家族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超过75万台。

今年2月，广汽丰田导入首款插电式
混合动力车雷凌双擎E+。至此，雷凌家族
涵盖自然吸气、涡轮增压、混合动力、插电
式混合动力“全擎动力”组合。全新换代
雷凌将于 5 月 20 日正式上市。此外，
YARiS L家族致炫和致享第一季度销量
30507台，同比增长46%。

混合动力车型同比增长55%

广汽丰田凯美瑞双擎和雷凌双擎一
季度销量18267台，同比增长55%，占广
汽丰田总体销量比例11%。广汽丰田混
合动力累计销量超过18万台。

凯美瑞双擎混合动力一季度销量
8128台，同比增长136%，占凯美瑞全系销

量比例提升至20%，并稳居混合动力中高

级轿车第一名。

雷凌双擎混合动力第一季度销量

10139台，同比增长22%，占雷凌车系销量

比例18%。

热销车型和维保零件同步官降

为积极响应增值税调整政策，4月1日

起，广汽丰田下调热销车型和维保零件官

方指导价，并通过服务升级大力降低顾客

用车成本，将政策红利直接惠益新老顾

客。广汽丰田旗下六大产品系列50个车

型等级下调厂商建议零售价，其中热销车

型汉兰达、C-HR最高调降5000元；维修

和保养零部件价格最大降幅达20%；并推

出混动车型“电池无忧计划”“凯美瑞3年

零利率”等服务升级举措。

■记者施雅敏

五一小长假来临之前，相信不少市民
有购车计划。去哪里购车无需东奔西跑
便能一站式看车、比价？去哪里买车能搜
罗各大品牌最新车型？这不，规模大、优
惠多、车型全的2019萧山春季媒体汽车展
明天即将拉开大幕。网罗本地主流品牌
以及最新最全的车型，萧山春季车展帮你
实现“逛一趟车展等于走遍萧山车市”的
期待。

众所周知，萧山春季车展一直坚持虽
然从规模上还不能跟国际化的大型车展
相提并论，但萧山车展更加贴近市场、贴
近消费者。多年来，在萧山春季车展上挑
选称心又实惠的好车，已经成为萧山市民
的消费习惯。为此，车商们自然不会懈
怠，纷纷联合厂家针对萧山春季车展制定
各种降价优惠方案。

当前，不少参展商已经公布了丰厚的
让利措施，相信不少读者都已经看到。不
过参展商表示，具体的价格还是要以活动
现场实际的报价为准，从每届参展经验来
看，往往实际成交将比公布的优惠更多，

正如参展商所言，就是为了给广大消费者
提供最实惠的购车体验。

无论是买新车还是换好车，是拼品质还
是赚实惠，总之一句话：4月26日—28日，来
浙江世纪汽车市场定能收获惊喜。另外，本
周二《汽车周刊》已刊登了部分参展品牌的
优惠信息，还有一部分品牌优惠信息今天一
并奉上，以便大家更好地看车比价。

讴歌
车展期间，车价直接优惠2万元起，购

车即享36期零利率或赠送2年商业险，4
年/10万公里为限保修及免费基础保养。

广汽本田
活动期间订车即可参与砸金蛋抽奖，

100%中奖；还享500元油卡等爱车大礼包
一份；订购缤智车型可享商业险第三者
100万或者3年6次保养（2选1）。

全系车型享受厂家贴息政策，最高可
享3年免息金融钜惠；二手车免费评估，置
换奥德赛、雅阁汽油版、冠道车型，还可获
得3000元置换补贴；老客户介绍亲友购车

可享500元维修抵价券。

一汽丰田
车展期间，购指定车型最高可享1.1

万元置换补贴；购指定车型最高可享2年
免息；订车客户在本展位按揭即可额外赠
送5000元购物券；订车即可砸金蛋，并且
额外赠送2000元购物券，还可享受终身保
养机油免费；老客户成功介绍亲友购车可
获得500元保养券。

上汽大众
车展期间，指定车型最高现金优惠7

万元，与展厅同享价格，全系车型尊享免
息政策，3、4、5年低息信贷政策；老客户转
介绍成功，可获得精美礼品；新能源车型
专享免购置税、免车船税、送杭牌。

东风日产
展会期间，到展可享环保袋/卡通气球

一只；扫码留资可享日产智行风扇/围裙一
个；成功购车可享GTR车模一个；购车享
第七代天籁7000元、轩逸3000元保险补

贴；凡现场订车即可参与砸金蛋，100%中
奖；购车参与线上互动，赢千元购车金置
换东风日产指定车型，最高可额外享受1.1
万元置换补贴。

北京现代
车展期间，北京现代 SUV全系车型

1—3年免息；订套餐车享5000元车展礼
包；订车砸金蛋，礼品有落地扇、空调被、
车载冰箱、电烤箱等；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赠送300元机修工时券；便捷大6座SUV
第四代胜达享3年零息，1万元置换补贴；
按揭购车，一张身份证便捷办按揭。

雪佛兰
活动期间，订车客户就能进行抽奖中奖

率百分之百，更有机会抽取港澳3日游；雪佛
兰部分车型，尊享3年免息政策，手续简单急
速放款；免费评估，置换补贴最高可达万元；
订购定制版探界者，浙A车牌免费使用一
年；雪佛兰厂家特供车10辆供您选择。

荣威

展会期间，赏车并关注公众微信即送
定制马克杯一只；预存100元诚意金，现场
领取100元礼品，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购
车抵用券和380元装潢抵用券；订车客户
均可获得礼包一份，先订先得；现场推出
多款特价车供您选择；老客户推荐新客户
成功购车可获赠常规保养一次；按揭车最
高可享36期零息，手续简便；汽油车买延
保只需999元，即可享受原价3998元的5
年12万公里的延保活动。

领克
车展期间，指定车型综合优惠高达1

万元（含置换补贴、金融贴息、官降优惠）；
订车客户可赠送一套价值5888元的新车
养护大礼包（全车纳米镀膜、内室桑拿深
度清洁护理、轮毂护理、底盘装甲）；每天
前 3 名订车客户可享 199 元购买价值
3800元 3M车贴膜，其余订车客户可享
199元购买2000元台湾金钻全车贴膜；金
融购车享36期零利息，首付低至一成起。

订车客户可获得常规保养，还可额外获得
精品一份（原厂行李箱、原厂背包、车模等）。

明天 到浙江世纪汽车市场逛萧山春季车展去

广汽丰田一季度销量增长46% 全新换代雷凌即将登场

公益创投 点燃希望（十五）

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给老人一个健康晚年
■记者朱林飞通讯员陈志杰

筛查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社区做好这些工作

据了解，现代医学证明阿尔茨海默
症不能完全康复，但通过早期发现、干
预，可以有效延缓发病，故对老年人进
行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筛查、干预工作，
变得尤为重要。

南门江社区惠乐为老服务中心对
阿尔茨海默症患者进行筛选，对重度患
者进行定期走访，联络亲友了解现状，
上门进行个对个的心理疏导；对轻度患
者，则鼓励由亲友陪同走出家门参与到
集体活动中来，以增进病友间的交流互
动，同时获得亲友的情感支持。

根据计划，惠乐为老服务中心将举
办4次阿尔茨海默症预防和干预知识讲
座，开展2次阿尔茨海默症及预防宣传
活动，每月开展不少于1次的心理疏导
与情感支持，并定期进行跟踪回访。

服务中心还组织40余名志愿者上
门教老人学习手指操、使用手机等益智
服务，以激活老人的脑细胞，提升他们
的生活品质。

方大伯从2016年3月至今已连续
三年发生脑梗，被医院评估为血管性阿
尔茨海默症。活动中，志愿者走进方大
伯家中，教他学习手指操。方大伯的老
伴也一起学，两人每天练习，借此促进
方大伯的大脑神经，缓解病情发展。

邵大伯妻子亡故后，一直足不出户
呆在家里。经过志愿者多次劝说疏导，
邵大伯最终走出家门，参与到预防阿尔
茨海默症的活动中来。

邀请专家来讲座
告诉大家如何预防

“按按手指，搓搓手掌，拉拉耳朵，
鼻子刮刮，嘴巴张张，踮起脚尖……”3
月下旬，惠乐为老服务中心专门邀请了
萧山康乐医院的陈院长，来给老人们上
一堂关于如何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
知识讲座。

当天的讲座上，陈院长向大家介绍
了阿尔茨海默症：它是一种起病隐匿的
进行性发展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俗
称“老年痴呆症”。症状表现为以记忆
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

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
等全面性痴呆为特征。

陈院长着重介绍了“三个阶段”，特
别指出每进一个阶段危害更进一步，提
早预防是关键。

那么该如何预防呢？陈院长从日
常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心理健康、身体
锻炼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告诉老人
们除了要养成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
如尽量避免吸烟喝酒，不吃太咸的食
物，少吃糖和动物脂肪等，平时还要多
运动，如画画、吹乐器、养小动物等都是
不错的选择。

与此同时，积极用脑起到的作用不
容小觑，惠乐为老服务中心在这方面的
做法就很好——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
和个人爱好，安排形式多样的益智活
动，如打牌、打麻将、走五子棋、讲故事、
做简单的手工等。通过这些活动，可以
提升患者的自信心，改善和缓解病状的
快速发展。

惠乐为老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
示，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让更多的老
人认识阿尔茨海默症，做到早筛查早预
防，从而度过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

■记者项亚琼通讯员曹涵翎

本报讯 山里娃每年在盼，“四季温
暖”每年都不缺席。不知不觉，一双鞋
子＋两双袜子的“四季温暖”爱心礼包项
目，迎来了我们和孩子们第7年的约定。

目前“四季温暖”已经覆盖贵州普安、
晴隆、兴义等地12所学校 2500多名学
生；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20所村校580
余名学生；四川阿坝州、甘孜州、果洛州、
青海斑玛县等 10 所学校 2000 余名孩
子。他们一年只有一双鞋子，甚至两三年
一双鞋，没有鞋子了就打赤脚；他们的鞋
子破了、裂了、开线，脚会被扎破；他们冬
天没有保暖的鞋，脚会生冻疮，会皲裂；脚

上的水泡会带来钻心的疼痛。这一切，其
实只需要一双舒适鞋子就能解决。

7年的爱心约定，孩子们的等待，所有
的“温暖”都将汇聚到：5月19日上午的湘
湖“益”行大会。这次活动设三个组别：亲
子程3公里（城山广场-荷花庄……倚秀
桥-回城山）；半程8公里（城山广场-荷花
庄……临水祖道亭-回城山）；全程16公
里（荷花庄-跨湖桥夜月亭……临水祖道
亭-回城山）。

众人拾柴火焰高。你或你的团队有
意感受毅行的快乐，并愿意参与到帮扶山
区孩子的公益活动中来，为“四季温暖”爱
心礼包助力，不妨与阳光爱心小编联系：
18668107198。

“四季温暖”相约第7年

湘湖“益”行等你一起爱心聚力

近日，杭州地铁二号线多个站点内装置了“急救神器”——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AED)。据了
解，杭州公共场所放置了300多台AED，主要分布于各大人口密集的交通站点。

记者丁毅摄

地铁站里地铁站里
有了有了““急救神器急救神器””

南门江社区有常住人口 4200 多人，其中 60 岁以上老人

584人、空巢和独居老人440位，空巢率达到75%。去年4月

有老人走失，后经亲友邻居多方寻找才回到家。

此事引起了社区工作人员的重视，对辖区内老人发放调查

问卷，结果显示，大家对阿尔茨海默症的认识非常缺乏。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社区惠乐为老服务中心今年推出了针

对老年人的阿尔茨海默症早期筛查和干预项目，并获得了第三

届公益创投大赛的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