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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先进单位和个人

过去一年，区汽车流通行业协会顺
应新形势新要求，凝心聚力、克难攻坚，
较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为更好有序地促进行业发展，调动
员工积极性，协会表彰了区汽车流通行
业协会、新世纪市场园区以及区汽车流
通行业协会联合工会2019年度“十佳
会员单位”、2019 年度“诚信经营单
位”、2019年度“行业特殊贡献人物”、
2019年度“先进工作者”、园区2019年
度“优秀经营单位”、协会工会先进单
位、协会联合先进工作者等7项大奖，
并一一颁奖。

其中，杭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路德行汽车有限公司、浙江

元通通达汽车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被评
为2019年度十佳会员单位；浙江利华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杭州百年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浙江宝菱汽车有限公司等
8家公司被评为2019年度“诚信经营单
位”；李斌、章满琴、陈建平被评为2019
年度“行业特殊贡献人物”……

党建与业务双驱动、双提升

表彰仪式后，区汽车流通行业协会
会长董沛华作 2019 年协会工作总结
报告。董沛华汇报了2019年区汽车流
通行业协会的全年销售成绩。2019年，
浙江世纪汽车市场共销售新车60068
辆，销售额突破 100 亿元，同比增长
4.44%；4S店新车销量为51077辆，销售
额为95.22亿元，同比增长1.97%；二手
车销售量39968辆，销售额24.71亿元，
同比增长 13.45%；汽配年销售额为

42.55亿元；汽车美容为220万元。
据统计，2019年汽车协会所属四大

板块年销售总额约为263.50亿元，同比
增长4.5%，可以看出，新车、二手车成交
量和销售额双双上涨，在整体车市环境
冷清的基调下，为2019年交上一份漂亮
的答卷。

与此同时，过去一年，协会积极推
进党建工作，并于4月22日得到批复成
立了中共杭州市萧山区汽车流通行业
协会支部委员会。支部成立后，积极为
行业发展群策群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另外，还组织全体会长及部分会
员单位前往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考察
学习先进企业，并参观西柏坡等红色教
育基地，做到党建和业务两手抓，为萧
山汽车行业发展提供多样化渠道。

协会为引导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及
时召开会长、理事、会员等会议，如西安
奔驰事件发生后，协会第一时间召开专

题研讨会，与经营户、会员单位进行深
入探讨并纠正自查；在国五国六排放标
准切换之际，一一走访4S店进行国五车
辆数据统计，向杭州市环保局、杭州车
管所等上级单位提交国五车备案报告，
转达4S店、经营户的困难。

2020年继续办好三场大型车展
年度目标咬定280亿元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是这次会
议的主旨。董沛华提出，协会新一年的
销售目标将锁定280亿元，并冲刺290
亿元，还要一如既往地办好春季、秋季
以及国际汽车展这三场家门口的汽车
盛事，并且规模要一场比一场大。

可以说，发展到今天的萧山车展
通过以展会友、以展兴商、以展带业、
以展扬名，实现了汽车文化内容与汽
车展示销售的有机结合，市民满意、商
家赞誉、业界认同，形成了全民共建、
全民共享、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共赢
的良好格局。即使过去一年汽车形势
困难重重，协会依旧承办三次车展。

面对新一年的任务，本地汽车企业
要勇敢地应对挑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
能力，做好结构调整和升级服务，更要
保持攻坚克难的决心，完成任务。

“2020年，多家4S店仍旧将面临寻
求新区域、新土地的困境，协会将继续
发挥‘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平台作
用，架起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企业
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董沛华还表示，
协会将积极搭建与其他地区汽车相关
单位的平台，通过走访，学习先进产业
布局、市场管理、售后配套服务等经验，
引导汽车行业可持续性发展。

萧山区汽车流通行业协会2019年度表彰大会召开

2020年车市展望：不惧寒冬砥砺前行

1月 13日，萧山区汽车流

通行业协会2019年度总结表

彰大会召开，大会总结了2019

年萧山汽车流通行业发展的情

况，表彰了先进单位及个人，部

署了2020年协会的各项工作。

区商务局、区总工会及相

关单位领导出席会议，区汽车

流通行业协会会长、理事、会员

单位、汽车市场、汽配市场、二

手车、汽车装潢、汽车担保等经

营户代表出席会议。

■记者施雅敏

广汽丰田2019年销量突破68万台，达
682008台，比去年同期增长18%，保持高质
量增长态势。

凯美瑞销量创新高
雷凌家族再次突破20万台

第八代凯美瑞全年累计销量 185245
台，同比增长14%，刷新历年销量纪录。其
中 20 万元以上高端车型销量占比超过
60%，2.5L和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占比超过
55%，混合动力双擎销量占比达到15%。

雷凌家族全年销量再次突破20万台，达
到221629台，同比增长15%，其中双擎车型
占比达到20%。全新换代雷凌自7月全面上
市以来，月均销量超过2万台，豪华版及以上
中高配车型占比90%，实现高质量热销。

C-HR月均销量5000台
YARiS L家族首次突破10万台

作为TNGA首款SUV，C-HR 全年销
量 59461 台，同比增长 162%，月均销量

5000台，引领高价值SUV消费潮流。2020

款C-HR于2019年11月上市，在原来入门

版车型之上，新增舒适版车型，同时进行配

置升级，进一步强化高价值优势。

YARiS L家族全年销量115124台，同比

增长20%，上市以来首次达成年销量突破10

万台，实现量销与质销。2019 年 10 月，

YARiS L家族推出全新成员致炫X，销量占比

迅速攀升至致炫系列的54%；家族全系产品同

步升级，增配多项高价值配置，质感再提升。

汉兰达稳居市占率No.1

“豪华大7座SUV”全新汉兰达全年销量
98506台，稳居大中型SUV市占率No.1，其
中30万元级车型销量占比达到80%，四驱车
型占比高达86%，产品需求结构更加高端
化。在中国汽车金融暨保值率研究委员会发
布的《2019中国汽车保值率报告》中，汉兰达
1—5年保值率位列国产中型SUV首位。

2019年，广汽丰田全力提速新能源汽车
战略，相继导入插电式混合动力雷凌双擎
E+以及广汽丰田iA5。

广汽丰田2019年销量
突破68万台

日前，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
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
回计划，决定自2020年1月15日起，召
回2015年 11月 10日至 2016年 11月
17日期间生产的奇瑞艾瑞泽7e汽车，

共计4000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车载

充电机充电控制软件策略问题可能造成
充电机损坏和慢充保险丝熔断，车辆在
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误触发异常高压保护
引起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由于车
辆控制器总成控制软件策略问题，车辆

在极端情况下可能会误触发异常高压保
护引起发动机熄火，存在安全隐患。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为召回
范围内的车辆进行免费检查刷新电控
系统及车载充电机数据，并更换车辆慢
充保险丝，以消除安全隐患。

本次召回活动是在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启动缺陷调查情况下开展
的。受调查影响，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决定采取召回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奇瑞汽车将通过电话、短信、挂号
信等方式，通知相关客户与就近的奇瑞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指定艾瑞泽7e
经销商取得联系，安排免费维修事宜。

部分奇瑞艾瑞泽7e汽车召回

义桥“春风行动”捐款18.7万元

12 辆“爱心大巴”送外来务工人员回家过年
我区开设“爱心大巴”16 年 累计运送 6000 余人返乡

宁围开展节前环境卫生大清扫活动

老虎洞村移风易俗呈现新气象

城厢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领导干部述职评议会

聚焦文明城事
移风易俗移风易俗

■记者 黄婷 通讯员 朱静

本报讯 14日早上4点，天色阴沉。在
亚运场馆处，今年首辆“爱心大巴”已停靠
在道路一侧，等待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到来。

随着发车时间的临近，外来务工人员
拖着行李，带着年货，陆陆续续前来搭乘

“爱心大巴”，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回家的
喜悦。

家住河南漯河的姚师傅在萧山工作
已有数年，两年没有回家了。今年回家的
汽车票没抢到，高铁票和妻子两个人要
1000元，太贵了。听说有“爱心大巴”免费
送外来务工人员回家，他立马报了名，并

获得了“爱心大巴”的车票。在出发前的
一个晚上，他还和妻子买了不少年货，然
后连夜收拾打包行装，不到5点就和妻子
赶来乘坐首辆“爱心大巴”。

同行的孙女士表示，她已经有半年没
有回老家看望女儿了，心里一直挂念着女
儿，如今乘坐首辆“爱心大巴”回家，在这
趟长达12小时的旅途中，她既兴奋又期
待。

早上5点，这辆载着35名亚运场馆建
筑工人的“爱心大巴”准时发车，开往目的
地河南漯河。

每年春节回家过年，车票“一票难
求”的境况，让无数外来务工人员十分焦
虑却又很无奈。“他们为萧山建设付出辛
劳，作为一年最重要的时刻，我们能做到
的就是帮助他们回家过年。”区长运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为让外来务工人员能有
个舒适安全的返程环境，区长运公司特
意从旅游车队抽调豪华旅游大巴，挑选

驾驶经验丰富、安全行车公里数排名前
列的驾驶员，组成临时爱心车队。一些
长达5小时以上的旅途，配备两名司机
轮流驾驶，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尽快将
外来务工人员送到目的地。

此外，区长运公司在所属营运车辆上
安装了智能监控系统，当发现驾驶员疲劳
驾驶、超速、偏离方向、接打电话等违规驾
驶操作时会进行自动抓拍并安全提醒，以
确保旅途平安。

今年是我区开设“爱心大巴”的第16
年，开辟了萧山至安徽阜阳、砀山、固镇、
蚌埠，萧山至河南驻马店、漯河、郑州、临
颍，萧山至湖南怀化，萧山至陕西西安等
10条线路，派出12辆“爱心大巴”运送535
名外来务工人员回家过年。在接下来的
一周里，还将有11辆“爱心大巴”运送500
名外来务工人员回家。

据统计，16 年来，我区已累计运送
6000余名外来务工人员返乡。

■记者 杨圆圆 通讯员 倪建尧

本报讯 闻堰街道老虎洞村大力倡导
移风易俗，出台“红白喜事操办参考标
准”，并与“五福临门”集福牌活动挂钩，取
得了较好成效。

2019年 1月，老虎洞村村民代表大
会表决通过了《老虎洞村红白事操办参
考标准》。在白事操办上，号召村民做到
厚养薄葬，简化治丧形式，规范丧事礼
乐，提倡白事不随礼或只随礼不就餐，缩
减“报丧”时间，实行生态殡葬。在婚嫁
喜事操办上，要求缩短各种仪式时间，杜
绝低俗闹婚行为；提倡参加集体婚礼或
旅游结婚；喜宴不超过30桌，每桌成本
控制在2000元以下，烟酒从简；不得借
用、租赁豪华车辆，车辆控制在 6 辆以

内，迎亲不扰民……此外，还对管控鞭炮
烟花作出明确规定。

从2019年开始，老虎洞村开展“五福
临门”集福牌活动，设置爱国守法、美丽庭
院、和睦家庭、垃圾分类、正能量五个福
牌，以家庭为单位，每月依据34条负面清
单进行考核，未达标者取消相应福牌。其
中，未履行“移风易俗、文明殡葬”，大操大
办喜事丧事且铺张浪费，位列负面清单第
32项。

15日上午，老虎洞村家宴中心举办了
一场婚礼酒宴。22个菜，1500元/桌的标
准，七八桌宴席，相比于原本乡间大操大
办的流水席，实惠、从简、文明、环保。

“现在我们村办酒席都在2000元以
下，经过事先和东家沟通，我们不采购龙
虾、鲍鱼这些食材了。”老虎洞村的乡厨焦

小龙说，“跟以前相比，菜品也会做一些调
整，以经济实惠好吃为标准。”

“我们组建了一支18人的‘美丽乡村’
建设理事会，成员由村民代表、党员、村民
小组长等组成，村民每逢红白喜事，理事
会会派出一名成员上门，根据参考标准，
进行指导监督。”村委委员韩燕说，“如村
民拒不遵守红白事相关标准，村干部和理
事会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劝说制止，对不听
劝告的，按违反村规民约予以曝光，并摘
除‘五福临门’相关的福牌，情形严重造成
恶劣影响的，依规加以惩戒。”

■记者 汪梦悦

本报讯 春节将至，为营造整洁优
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气氛，宁围街道各
村（社区）、企事业单位组织党员群众
开展节前环境卫生大清扫活动。

连日来，各村（社区）工作人员、党
员、楼道长、网格长、志愿者不畏寒冷，

撸起袖子，着重清理房前屋后的楼道
堆积物，消除安全隐患；清除路边乱挂
横幅、牛皮癣，美化城市环境；清洗公
共厕所、路灯、路面等城市家具，扮靓
城市“颜值”……截至目前，宁围街道
出动车辆118台次，累计参与清扫人员
1260 多人次，共清理垃圾及堆积物
300余吨。

■通讯员 黄坚毅 记者 童志辉

本报讯 日前，义桥镇总工会组织
开展“春风行动”爱心捐款。

义桥镇机关全体会员及企业踊跃

参与“春风行动”，积极回馈社会献爱
心。截至1月15日，共筹得捐款18.7
万元，其中，企业捐款16万元，机关干
部个人捐款2.7万元。

“五福临门”集福牌活动与“红白喜事操办参考标准”挂钩

■通讯员 闻王裔 记者 王俞楠

本报讯 14日下午，城厢街道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暨领导干部述职评议
会。街道班子成员、调研员，机关中层
干部，社区书记，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负

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城厢街道2019年度领

导班子工作总结和街道党工委履行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及党工委书记履行
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报告。随后，与
会人员开展了民主测评。

蜀山召开经济发展座谈会

■记者 张旭 通讯员 冯晓晟

本报讯 日前，蜀山街道召开2019
年度经济发展座谈会，分析一年来街
道经济运行情况，了解辖区企业经营
状况，并听取各位企业家对街道经济
发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街道希望广大企业要把握发展规

律，把企业做得更强，与地方发展融合
得更紧，共同努力把蜀山建设成为经
济发展充满活力之城。

2019年，蜀山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抢抓发展机遇，着力改革攻
坚，深化创新驱动，加快动能转换，稳
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完成了
年初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