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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运河

6月19日，万达集团在北京举行投资
英国发布会，正式向外界公布在英国的
两项投资，总金额约10亿英镑。发布会
上，万达集团宣布投资3.2亿英镑并购英
国圣汐游艇公司，投资近7亿英镑在伦
敦核心区建设超五星级万达酒店。这是
继去年9月并购美国AMC影院公司后，
万达集团国际化又一重大进展。

圣汐游艇公司创立于1968年，
是世界顶级奢华游艇品牌，年销售
额约5亿美元，拥有员工超过2500
人。圣汐公司能独立完成豪华游艇
的全部设计与建造，被誉为海上劳
斯莱斯，是英国皇室专用游艇品牌。
万达并购圣汐公司已获国家发改委
批准，将于近期正式交割。万达此次
并购英国圣汐游艇公司91 . 8%的股
份，剩余股份圣汐现有管理层按万
达并购相同价格购买，说明现有管
理层看好万达并购后公司前景。并
购完成后，万达集团将保留圣汐公
司现有的管理层、在英国的生产基
地及全部员工。

伦敦万达酒店项目位于伦敦西
部旺兹沃思区的黄金地段，紧邻泰
晤士河，可俯瞰海德公园、白金汉
宫，与新建的美国大使馆、荷兰大使
馆及拟建的中国大使馆相伴为邻。
项目投资近7亿英镑，建筑面积10 . 5
万平方米，其中超五星级万达酒店
面积约2万平方米，拥有160间客房，
并配有伦敦最高的空中泳池；顶级
公寓约6 . 3万平方米，由两栋高200米
的塔楼组成，是伦敦最高的住宅建
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伦敦最好的
酒店和城市新地标。伦敦万达酒店
是中国企业首次在海外投资建设的
高端酒店，标志着万达品牌酒店迈
出全球布局的第一步。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表示，
世界奢华酒店市场一直被外国品牌
占领，海外从来见不到中国五星级
酒店。万达决定做先行者，改变这种
局面。到2015年，万达开业的五星级
自有品牌酒店将超过60家。万达集
团决定从今年起，在海外发展万达
五星级酒店，计划10年内，在世界8
至10个主要城市建设万达酒店。

万达集团跨国发展将采取并购
和直接投资两条腿走路，主要围绕
万达相关业务，在文化、旅游、零售
三个产业进行。2012年，万达集团以
26亿美元并购全球行业排名第二的
美国AMC影院公司100%股权，迈出
了国际化的第一步。今年以来，万达
加快了国际化步伐。

并购圣汐游艇 开发伦敦酒店

万达集团10亿英镑投资英国

在天材教育9周年庆来临之
际，特针对暑期前往天材教育济南
金牌校区学习辅导的外地中小学
生推出住宿补贴最高优惠可享
1600元，并有精品暑期课程及系列
套餐服务权威推出。针对小学生，
天材教育特邀省市重点小学一线
在职名师结合各年级小学生学习

特点量身打造权威暑期衔接精品
学习课程。并配有专题讲解：奥数
经典例题讲解，作文高分技巧点拨
等，帮助小学生科学合理规划暑期
学习。同时倾情打造精彩户外拓展
活动，学习之余，不忘小学生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增强团队协作能
力，给小学生一个充满挑战，成长

机会的暑假。针对中学生，天材教
育整合全国各大教学点知名中学
教研组老师，很据教学经验，结合
学生特点贴身打造个性化暑期衔
接精品学习课程，查补知识短板漏
洞，新课程抢先衔接，名师点拨应
试技巧。暑期夏令营，夏日如约而
至，赏夏日风情，品夏日清凉，更有
多条线旅游路线集优选择。天材名
师公益大讲堂，暑期倾情开讲。针
对毕业班，天材顶级名师暑期生活

巧规划，下学期一路领先。2014中
高考应试能力测试，抢定全年权威
科学精品计划。现场权威名师坐
镇，一小时迅速查找学习问题，贴
身打造个性胡中高考冲刺计划，并
配有精品学习课程，暑期名师大讲
堂。天材教育并专门针对毕业班推
出暑期名校游，百年名校寻访，见
证名校风采，感受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浓郁的大学氛围和旖旎的名
校风光。(天材)

暑期天材特惠疯狂来袭
外地来济最高可享住宿补贴1600元

这并不是一场单纯的当红歌手演
唱会，更不仅仅是一次中国汽车品牌
最强产品的发布会。5月4日，梅赛德
斯演艺中心，当“全新中国力量全新
荣威550”演唱会进入高潮，上万人同
时在胸口做出象征“中国力量”的手
势，宣告着荣威“全新中国力量”征
集平台的正式启动。上汽自主品
牌——— 荣威向所有人发出邀请，一起
加入“全新中国力量”。每个人的加
入和分享都会点亮一个心愿。80后为
自己的国家代言一场齐聚人心的“中

国力量”style，并不是一个中国品牌汽
车企业一时的心血来潮。这是身为一
个有担当的中国品牌始终坚持的信
念，更是所有能够代表“全新中国力
量”人群的共同心愿。“为自己的国
家代言！”这样朴素而有力量的话
语，表达出他们愿意用实际行动表达
爱国情怀的决心。荣威邀请你加入
“全新中国力量”中国的未来取决于
我们每个人自己怎么做，而不在于外
部世界如何说。不动摇不折腾，即使
在偏见中，仍然要自信地成长。我们

一定能在自己的手中实现几代中国人
的民族复兴梦想！与其他产品发布会
完全不同，上汽第二代战略车型全新
荣威550的发布会，没有千篇一律的奢
华搭建，而是将精力与热情放在与80
后“全新中国力量”的心灵沟通与交
流之中。正如全新荣威550，不仅仅将
创造力停留在外形时尚的追求，更是
将80后消费者对信息和智能化的需
求，以及对全球前沿汽车科技的执着
放在了产品开发的首位。无论是全球
领先，将操控性、舒适性、燃油经济
性和产品稳定性完美结合的TST6速油
冷双离合变速系统，还是环保节能的

Start/Stop数字智能启停节能系统，以
及极具人性化的EPB一键式电子驻车
系统，无不是高科技含量的结晶，都
代表了中国品牌车系的崛起，是无可
阻挡的“全新中国力量”！此时此
刻，荣威邀请你，一个能够为自己国
家代言的人，一起加入“全新中国力
量”。只要你愿意，在微信、微博平台加
入“全新中国力量”公众账号，或者直接
扫描“全新中国力量”二维码加关注，你
就能成为其中一员。在这个平台，让我
们不断汇聚，参与和分享中国的正能
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国家
的代言人！（张效良）

我是全新荣威550——— 我为自己的国家代言

一直深受消费者喜爱济宁鸿
基伟业比亚迪推出的比亚迪L3搭
载了6速自动挡，同配置下自动挡
车型仅需多加7000元 ,并且省油还
可享国家3000元节能补贴 ,不仅给
消费者提供了更多选择 ,同时也填
补了这一价格区间6速自动挡的空
白,5月份L3销量同比增长46%,持续
的热销也证明了消费者对L3产品
力的认可。

从市场表现来看，比亚迪L3
在同级别车型中有着不错销售成

绩，连续多月销量过万 ,即使在销
售淡季也能维持在万辆左右。而
全新L 3拥有全新动力、全新配
置、全新颜色、全新品质、全新
保障,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了。

全新L3搭载的6速自动挡,这在
同级车型中绝无仅有 ,不仅丰富了
产品线 ,也提升了产品力。一般搭
载同类变速器的车型都在15万元
左右，配一个同类变速器则需2万
元左右 ,而比亚迪利用垂直整合优
势集成创新,仅需增加7000元,让消

费者用不到8万元就能享受到顶级
的操控。此外，搭载了6速自动挡
的全新L3还享国家3000元节能补
贴，实际上消费者只多用了4000
元。比亚迪L3的升级可谓实现了
强劲动力、燃油经济性和出色操
控性的完美统一，让消费者在享
用舒适操控的同时 ,也能享受节能
补贴带来的实惠，大大提升了其
在同级别车型中的竞争力。

比亚迪这款自主研发的6速自
动变速器集合了手动变速器和自
动变速器的双重优势 ,会根据车速
和油门踏板等对驾驭者的换档意

图做出判断，预见性的把下一档
位齿轮组进行预连接，换挡时间
小于0 . 2秒, 实现无间断的动力输
出, 将解放驾驶者的左脚与右手,
这对于在频繁启停的城市路面拥
有明显优势，对日益增多的女车
主也很具有吸引力。

全新L3光在动力系统上已站
在了同级别车型的前列。6速自动
变速器再配合全新L3拥有VVL技
术的全铝合金发动机 ,先进成熟的
技术满足了消费者对车辆操控和
省油的双重要求。

(鸿基伟业)

配6速自动挡 比亚迪L3热销同比增长46%

对于广大有车一族，夏季爱车
的关爱也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近
日笔者获悉，一年一度的“快·乐体
验”奇瑞关爱活动又将与广大奇瑞
车主如约而至，济宁华顺6月1日正
式拉开帷幕。主办方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2013年济宁华顺夏季关爱活
动不仅延续以往免费检测、专属车
型消费“油”礼、总部探访等广受好
评的活动，同时还特别增加了车内
清洁消毒、六一公益捐助和奇瑞老
客户推荐有礼等活动，以期给广大
奇瑞车主在这炎炎夏日带来一份
清凉快乐体验。

据了解，济宁华顺在活动期
间所有进站车辆将得到提供针对
空调、冷却等四大系统免费检
测，并提供免工时费的全车身内
部清洗、消毒活动。此举为即将
到来的炎炎夏日，空调使用高峰
做好妥善的健康准备。与此同时
奇瑞还将2013春季关爱活动中瑞
虎和E5享受到专属礼遇，赠送专
属机油，延续到本届夏季关爱活
动中，风云2、E5维修保养单次消
费金额满288元，即可有机会获得
专属机油一桶，先到先得。

除了一直备受车主喜爱的各

项关爱活动外，小朋友们也将与车
主一同享受到爱的体验。恰逢六一
儿童节到来，此次夏季活动中，全
国12个区域的24家销售服务商将
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邀请奇瑞车
主，共对贫困山区小学、留守儿
童进行“奇聚爱心 送达关怀”
公益捐助活动，为贫困、留守儿童
送去来自奇瑞的爱心，让他们无论
身处何地都能感受到奇瑞对他们
的关注与祝福。

每届奇瑞汽车的关爱活动，
不单是奇瑞车友小家庭的快乐体
验，更是奇瑞大家庭的盛会，更有
车友比喻为“小媳妇回娘家”的亲
切体验。

对于本届关爱活动，奇瑞大家

庭更显出了对车友的浓浓的爱意，
据了解为了邀请更多的车友加入
到奇瑞大家庭中，奇瑞开展了老客
户推荐有礼活动，凡是在六月活动
期间全车系老客户推荐新用户购
车成功，登陆夏季专题网页老客户
推荐有礼专区，即有机会获得500
元维修保养代金券。

此外，与奇瑞汽车亲密接触的
夏季回家行车主招募活动也在紧
锣密鼓的进行着准备工作。打开电
脑，登陆奇瑞官方网页和奇瑞在线
留下你与奇瑞之间的故事，便有机
会走进奇瑞的大本营，充分了解自
家爱车的诞生过程，并与各地车主
一同享受到奇瑞大家庭赋予的温
馨快乐。（孙涛）

又逢多彩夏日，奇瑞关爱如约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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