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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一汽丰田新旗舰亚洲龙在

华南各城全面上市。 4月10日恒大主

场亚洲龙撑广州静展、4月13日一汽

丰田亚洲龙AVALON深圳上市品鉴

会、4月11-14日亚洲龙南宁发布会、

4月20-21日广州正佳广场、 新塘万

达静展亮相……多场亚洲龙上市传

播活动在华南开展， 新旗舰， 新开

篇，让华南各城品味亚洲龙带来的惊

喜。

极致的价值体系，引爆华南市场

亚洲龙在上市会就凭借极致的价

值体系，获得市场高度肯定，不少人对

亚洲龙一目倾心。 一是因为亚洲龙过硬

的产品力，尤其是针对中国市场全新升

级的尊享后排空间、 专属行车舒适度，

专属行车静谧性等等，都达到了越级水

准。

二是亚洲龙的让人惊喜的价格体

系。 2.5L双擎版价格带22.68万元到28.98

万元；2.5L汽油版价格带20.88万元到

24.48万元。 足以令消费者惊喜。 购车政

策方面，首付50%，一年0利率；置换至高

享8000元的置换政策与丰田车主专项

3000元补贴的增购礼遇，也让不少人无

忧换车。

三是“高配”的售后服务政策。 亚洲

龙全系享受4年10万公里免费保修和免

费基础保养，对比市场价格，这一政策

将为客户节省超过万元的养车费用，此

外， 双擎版动力电池还享受8年20万公

里免费保修政策。

新旗舰亚洲龙 华南耀世上市

4月10日， 亚冠小组赛第3轮打响，

在广州恒大对阵墨尔本胜利当天，天河

体育中心亚洲龙静展圈粉无数。 4月13

日初夏， 在深圳最具人气的不陌咖啡

厅，一汽丰田亚洲龙AVALON区域上市

品鉴会拉开帷幕，各位关注亚洲龙的粉

丝就着一杯精心调制的咖啡，细细品味

亚洲龙带来的惊喜。

4月11-14日， 亚洲龙南宁上市发

布，随着倒数至“1”时缓缓向后拉开幕

布，亚洲龙南宁正式亮相！ 新车亮相加

价格发布， 还有总职讲师进行产品解

读，亚洲龙通过自身的吸引力打动了无

数消费者。

4月20-21日， 广州正佳广场与新塘

万达广场举行一汽丰田系列静展， 一眼望

去，亚洲龙流畅的车身线条、极具识别性的

前脸与多眼式前大灯就彰显了一汽丰田

对美与高品质的不懈追求，不少粉丝都

争相与亚洲龙这款新旗舰合影。

2018年，一汽丰田发布全新品牌口

号“致真 至极”，尤其“真”、“极”两字分量

最重。“真”是一个价值观，就是真诚、真实。

对消费者的需求，真诚、真心地来倾听、来满

足。“极”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一汽丰田提

供极致的产品、极致的品质。

新旗舰亚洲龙将不负用户的期待，

贯彻一汽丰田始终以用户体验为核心，

坚持“为用户造好车”的理念，用优异的

车辆品质超越用户期待，为用户带来极

致的体验。

塘厦汽车消费文化节圆满落幕

成交及意向成交约1500台，涉总金额约3亿元

□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塘厦宣

五一期间，塘厦第一届汽车消费

文化节 40余家参展企业 ，30余个参

展品牌，两百多个车型齐聚，现场成

交及意向成交量约1500台 ， 涉总金

额约3亿元，各项数据均创下塘厦历

来车展新高。

10项亮点活动助力车展

据介绍， 本届汽车消费文化节

主 活 动 是 各 类 新 车 、 平 行 进 口

车、 新能源汽车等销售展示 。 此

外 ， 还有 10项亮点活动助力 。 在

老爷车 、摩托车 、汽车改装文化 、

变形金刚等展区 ， 市民有机会观

赏汽车精美巧妙的设计 ， 了解汽

车发展的伟大历程 ， 着实大开眼

界 。 其中 ， 最火爆的活动无疑是

激情汽车飘移 和重 机 车 漂移 ， 主

办方邀请了飘行会会长王剑峰带

领CDC认证车手表演高难度飘移

动作 ，展区一度水泄不通 。

现场参展车企纷纷抓住机会促

销， 除“以旧换新” 最高享受政府

3000元补贴外， 大部分车企还通过

厂家补贴、车企补贴、赠送精品礼包

等方式 ，在车展期间，给予每辆车 1

万元左右的综合优惠。 3天展期，参

展商收获丰厚， 成交及意向成交量

约1500台，成交及意向成交额约3亿

元，创下塘厦历来车展新高。据主办方

介绍，本届汽车消费文化节展览面积达

到3万平方米， 是塘厦镇历年来规模最

大、活动最多，汽车文化内涵最丰富的

一场汽车文化盛宴。

塘厦汽车产业初具规模

目前， 塘厦限上汽车销售企业从

2016年的7家发展至2018年的15家，先

后进驻了奔驰、沃尔沃、宝马、雷克萨斯

等中高端品牌，中高端汽车品牌逐步丰

富，汽车行业集聚发展，逐步形成了初

具规模的集汽车销售、 仓储、 展示、维

修、美容、零配件供应为一体的大型综

合汽车交易市场———林村汽车产业城。

2018年，塘厦限上汽车企业销售额

32.5亿元，占据全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近30%，汽车消费已成为全镇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主要动力。 今年，

塘厦还将积极推进东益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项目进驻、塘厦车管分所落户以

及林村汽车产业城升级改造等项目，助

推塘厦汽车产业发展壮大。

樟木头高中生争做“河小青”

记者从樟木头镇获悉，日前举行的

“河湖治理大家谈”———争做“河小青”

活动走进东莞市第八高中，呼吁广大师

生爱护河湖水生态环境， 争做“河小

青”，共建美丽幸福樟城。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樟木头镇人民

政府主办，镇河长办承办，镇农林水务局、

东莞市第八高级中学协办。 活动设置了在

争做“河小青”墙上签名、观看宣传动画影

视片、颁发“河小青”护河志愿队牌和旗

帜、“河湖治理大家谈”等环节。

樟木头副镇长蔡运洪介绍，樟木头

镇河流水库众多，共19条河涌，其中石

马河樟木头段位于石马河流域中游，水

污染治理工作对整个石马河流域的整

治起着关键作用。 近年来，樟木头通过

开展清淤、排污口截流、补水、水位控

制、生态修复、堤岸环境整治等工程，全

镇的河流环境和水质较以前有所改善

和提高， 部分河流已基本消除河涌恶

臭，河湖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从今年起，樟木头计划在2-3年内

投入约17亿元全力推进石马河流域综

合治理工作，通过实施居民区雨污分流

改造、新建9.96公里次支管网、规划新

建设1座日处理量为2万吨污水处理厂、

提标改造柏地污水处理厂、开展11条河

涌治理工程、官仓河景观工程等系列举

措，实现“河畅、水清、堤固、岸绿、景

美”。

信息时报记者 刘桂平

通讯员 魏洪东 蒋鑫

4月30日，“釉行天意 木色生

香”2019·佟丁海陶瓷暨中国古典

家具精品展在东莞市塘厦城市展

示馆三楼开展。 此次展览展出佟丁

海陶瓷作品130件， 中国古典红木

家具225件。

据悉，本次展览由塘厦镇文化

广播电视服务中心主办，塘厦城市

展示馆等承办，东莞市开明文化艺

术培训学院、东莞市博士创业促进

会等协办。 展览将持续至5月12日。

佟丁海，曾就职于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陶瓷系，是原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陶艺与公共艺术研究所主任

设计师。 现任东莞市开明美术馆馆

长、松山湖美术家协会会长、东莞

市开明文化艺术培训学院副院长。

本次展览通过将红木家具与

瓷器这两种代表着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元素结合起来，向市民展示

中国文化特有的内涵，展现中国不

同工艺文化碰撞所产生的融合之

美。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佟丁海展示陶瓷

与红木家具精品

一汽丰田新旗舰亚洲龙4月华南全面上市

市民在驻足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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