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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泰汽车入选为浙江省
高端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
本报讯 近日袁 浙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协调推进小组公布了全省高
端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的名单袁众泰汽车成功入选遥
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潮中袁 高端装备制造业被列为浙江省着力培育
的七大万亿级产业之一袁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野增长极冶遥 浙江省高
端装备制造业评选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组织开展袁旨在贯彻落
实叶中国制造 2025曳和叶中国制造 2025 浙江行动纲要曳的有关精神袁加快
推进我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袁着力培育高端制造业龙头骨干企业遥
此次评选省级装备制造骨干主要面向全省制造业企业以及制造业工
程服务公司遥 其衡量的核心标准之一是创新能力袁即建有企业技术中心
等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袁专利建设情况好袁R&D渊研发冤
占比在 3%以上遥
而众泰汽车建有省级企业研究院要要
要要
要众泰汽车工程研究院袁 以及
省级院士专家工作站等多个自主研发机构袁并与浙江大学尧省汽车平台合
作共建了博士后工作站尧省电动汽车科技创新团队等创新平台袁专职研发

人员占职工总数 11%遥 2015 年袁企业新产品产值率 98.5%袁装备数控化率
48%袁机器设备联网率 32%袁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例 3.1%遥
近两年来袁 众泰汽车投入 5.5 亿元用于新车开发和产能改造袁 完成
T600 生产线技术改造提升袁将生产能力从年产 8 万辆提高到 15 万辆遥 凭
借 T600 这款都市 SUV袁众泰作为国内的自主品牌车企袁在全球汽车市场
拥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遥
在国内汽车市场增速放缓的情况下袁众泰汽车攻坚克难袁依托汽车研
究院袁结合市场需求研发新车型袁引进智能设备提升品质尧提高产能袁集团
的生产尧销售数据全线飘红遥 众泰 T600 自 2013 年上市以来袁一直处于供
不应求的状态袁在中型 SUV 自主品牌中销量排名第一遥 而此次入选为浙
江省高端装备制造业骨干企业袁正是对众泰汽车产品创新能力与自主研
发能力的肯定遥 众泰汽车将依托政府的扶持政策袁继续发扬创新尧智造的
造车理念袁为浙江省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添助力遥
本报记者/文

众泰 E200 摘获 2016 中国电动车辆技术卓越奖

众泰汽车开展专家联系服务企业对接活动

本报讯 8 月 3 日袁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农村社会保险处处长方科带领永
康市劳动与社会保障局部分领导袁 协同浙江大学俞小莉教授来到众泰汽车开展专家专
项服务对接企业活动袁众泰汽车副总裁徐伟雄尧马德仁等领导陪同并接受了采访遥
方科尧俞小莉一行首先参观了车间袁并就人才培养尧引进尧服务及支持措施等情况听
取了众泰汽车的认识及建议袁在共同提升企业人才聚集尧评价尧激励等服务方面达成了
共识遥俞小莉指出袁专家不只要解决专项技术难题袁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遥专家与企业合
作袁一方面将个人所学得以致用袁将科研成果成功转化为产品服务社会曰另一方面借助
于专家的资源及平台袁 企业有利于培养专业性强的员工袁 从而转化为企业的先进生产
力遥 方科指出袁要不断深化企业人才工作联系制度袁加强专家与企业的沟通联系袁加快推
进我省人才强省建设遥
此次对接活动的举行袁为提升政府服务企业提供了较好的典范袁同时也为众泰汽车
解决技术难题尧培养服务人才打开了良好的局面遥
本报记者/文

众泰汽车博士后工作站结题报告会圆满举行

本报讯 7 月袁 在 2016 北京国际新能源汽车及充电设施展览会中袁
众泰 E200 被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电动汽车分会以及中国电工技术学会电
动车辆专业委员会授予野2016渊第五届冤中国电动车辆技术卓越奖冶遥
而在 6 月举办的第三届环青海湖渊国际冤电动汽车挑战赛中袁众泰
E200 也一举夺得最佳节电能力奖尧最佳突破奖和媒体推荐奖三项大奖遥
接踵而至的荣誉袁力证了众泰 E200 得天独厚的产品实力遥
众泰 E200 是众泰新能源汽车匠心打造的重磅级纯电动产品袁 集时
尚尧科技尧环保于一身遥 作为国内首款采用后轮驱动的电动车袁众泰 E200
配备永磁同步电机与三元锂电池组成的动力系统袁 最大功率为 60kW袁

峰值扭矩为 165N?m袁续航里程达到 220km袁最高时速为 120km/h遥此外袁
全系标配的电动车窗尧自动恒温空调尧10.1 寸超大屏触摸式互动多媒体尧
倒车雷达尧手机互联系统等高端智能配置更有效拉升科技感遥
自上市以来袁众泰 E200 凭借卓越的技术尧高端的配置袁得到消费者
和媒体的高度关注袁获得了广泛的市场好评遥
奖杯和荣耀是众泰 E200 前进的动力遥 未来袁众泰 E200 将继续引领
城市绿色环保轻生活袁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注入新的活力浴
本报记者/文

本报讯 7 月 29 日袁 众泰汽车工程研
究院与集团人力资源中心成功完成了众泰
汽车博士后工作站结题报告会遥 本次会议
由浙江大学教授尧博士生导师尧车辆研究所
所长俞小莉担任组长袁省千人尧众泰正高级
工程师马德仁袁省千人尧美国拖雷多大学教

授张洪延袁众泰博士后工作站负责人尧正高
级工程师牛丽媛袁 众泰控股集团高级工程
师董炜江共同组成专家团队遥
在专家小组组长俞小莉的带领下袁专
家团队对本次结题报告会中的课题研究成
果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袁 并一致认为其具有
较好的创新性遥 本次结题报告会同时在研
究院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袁 其课题研究成
果具有很好的推广应用价值袁 对研究院未
来的工作进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遥
路漫漫其修远兮袁吾将上下而求索遥 本
次结题报告会的圆满举行标志着众泰汽车
工程研究院科研工作的转折点遥 未来袁研究
院将继续学习尧继续探究袁进一步搞好技术
科研工作袁 推动众泰汽车在产品创新与自
主研发领域的进一步发展遥
众泰汽车工程研究院/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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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冕可待
众泰云 100S 领跑 8 月自主新能源纯电动汽车销量榜
本报讯 8 月袁众泰云 100S 实现销售 2116 辆袁夺得自主品牌新能源
纯电动汽车销量冠军袁领跑新能源纯电动汽车销量榜遥从 2016 年 1 月 10
日在长沙上市袁到 8 月销量夺冠袁众泰云 100S 累计销量 6649 辆袁保持
12%的增速遥 众泰云 100S 以其卓越的品质尧超值的性价比以及领先同级
别的性能赢得了消费者和市场的认可和青睐遥 今年 10 月袁云 100S 还将
出征环洞庭湖国际新能源汽车拉力赛袁以首次亮相新能源汽车国际赛事
的契机袁为野金九银十冶的汽车销售旺季开启一个利好的开端遥
众泰云 100S要要
要中国平民特斯拉

驾驶性能方面袁众泰云 100S 的最大功率为 27kW袁最大扭矩达 140
N窑m遥 此外袁200 公里的续航里程尧105km/h 的最高时速以及优异的加速
性能袁也让众泰云 100S 足以满足城市代步出行尧中短途出游等需求遥 而
核心零部件八年或十二万公里的质保更是体现了众泰云 100S 对品质的
自信遥
配置方面袁众泰云 100S 基于野云汽车冶这一概念袁搭载了智能电控系
统尧智能充电系统尧能量回收系统尧车载远程安保系统尧安卓多媒体系统尧
BMS 电池管理系统等六大智能系统袁让驾驶者全面感受纯电动汽车完美
的驾驶体验遥
本报记者/文

众泰云 100S 的长宽高分别达到了 3559mm/1620mm/1476mm袁再加
上 2360mm 的轴距袁赋予了小车身以大空间袁完全领先同级对手遥
在充满时尚感的野颜值冶之下袁包裹的是众泰云 100S 的超强动力组
合遥 众泰云 100S 采用与特斯拉同款的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曰在电池上采用
主流的三元锂电池袁技术成熟稳定袁且能量密度高尧寿命长遥
众泰云 100S 的 GPS 远程安保系统袁不仅能实时了解车辆位置信息尧
车辆使用状态信息尧提前预警车辆安全问题信息袁还能实时收集车辆核
心零部件使用信息袁 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实时安全保障遥 除此之外袁
1000Mpa 的核潜艇级侧防撞钢梁尧 儿童安全座椅固定装置尧EPS 电动助
力转向尧倒车雷达等多项安全配置袁在为用户的出行提供丰富的娱乐享
受的同时袁更为用户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遥

为大众 更出众

本报讯 金秋送爽袁丹桂芬芳遥 近日袁湖南基地迎来了湖南科工学院一行 30
位学子前来实习袁掀开了一年一度的实习季的帷幕遥
此次分配到湖南基地总装厂的共有 15 位学员袁在为期两个月的实习期间袁
他们将叩开自己人生旅程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社会大门袁同时也为分厂年前生
产任务的冲刺注入新鲜活力和动力遥 众泰汽车将为他们提供一个接触社会尧提
升技能尧体验实操的舞台袁同时也祝愿学子们能以理论结合实际为此次的实习
体验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遥
姜广宁/图文

众泰大迈 X5 升级版领潮上市

本报讯 8 月 3 日袁2017 款大迈 X5 升级版正式上市袁新车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 违章查询等功能遥
动机并匹配 5MT 和 CVT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遥 此次共推出包含五座尧七座在内
的 13 款车型袁官方指导价为 7.79-12.19 万元遥 发布会上袁众泰大迈正式启用全 外观尧内饰尧配置全面升级
新野Domy冶标识并发布野为大众窑更出众冶的产品愿景遥
外 观方面 袁 大迈 X5 升级版 拥有 4527mm伊1836mm 伊1682mm 车 身 尺寸 以 及
2680mm 的超长轴距遥 众泰大迈专属 LOGO野Domy冶标识的应用袁赋予大迈 X5
一部手机掌控的 SUV
升级版更独特的设计感遥 此外袁大迈 X5 升级版全系增配冰蓝运动大灯尧17 寸双
大迈 X5 升级版装配了先进的远程控制系统袁不管是 Android 还是 IOS 系统袁凡 色铝合金轮辋及红色刹车卡钳袁使新车的运动性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袁彰显新潮尧
是智能手机均可通过专属的 野大迈管家冶APP 对大迈 X5 升级版进行车辆启停尧 动感的全新设计理念遥
远程开关空调尧远程落锁解锁尧寻车提醒尧一键救援等控制遥 除此以外袁野大迈管 内饰方面袁大迈 X5 升级版中控台采用了搪塑工艺袁搭配大面积钢琴烤漆面板与
家冶APP 还拥有行车日志尧行驶轨迹尧实时车况尧车辆状态尧安防提醒尧养护提醒尧 镀铬饰条的设计风格袁使新车的内饰看起来更有质感遥与此同时袁酒红色内饰尧航

空头等舱式座椅的应用进一步提升了大迈 X5 升级版内饰的档次感遥
配置方面袁 大迈 X5 升级版在延续现款优势配置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无骨感应雨
刷尧TPMS 胎压监测尧PM2.5 绿净技术尧360 度全景影像尧手机无线充电尧手机远程
控制等 22 项越级配置遥 大迈 X5 升级版的增配不仅诚意十足袁更是真正做到了
高端配置野大众化冶遥
大众的梦想便是众泰汽车的梦想袁在野为大众窑更出众冶产品愿景的引导下袁众泰
汽车将始终以用户需求为出发点袁提供专业的服务袁脚踏实地为大众打造高品质
的汽车产品遥
本报记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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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
在众泰隆重召开
议遥
会议由省政研会常务副秘书长马玲主持遥 永康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朱世道发表了热
情洋溢的欢迎辞遥 他表示袁永康市政研会将认真学习各地先进的做法和经验袁全面贯彻
落实这次会议的新部署和新要求袁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开创新局面遥
与会代表深入众泰汽车尧先行集团进行了调研和参观遥 听取了众泰集团尧德清县委
宣传部尧省测绘系统政研会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介绍遥 在参观众泰 T600 总装车间
过程中袁代表们对众泰快速健康发展和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遥
众泰副总裁尧党委书记徐伟雄作了题为叶新常态下众泰思想政治工作的野心冶挑战曳的交
流发言遥 他表示袁众泰将借这次会议东风袁学习其它单位好的经验尧做法袁不断提高思想
政治工作水平袁努力创造和谐的生产经营环境袁为企业在野十三五冶末销量突破 80 万辆尧
产值突破 800 亿元奉献一份力量遥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尧省政研会常务副会长琚朝晖因临时赴灾区救灾袁特委托省政研
会常务副秘书长马玲袁 向为开创我省思想政治工作新局面作出积极贡献的与会代表们
表示衷心感谢袁并转达了他对当前我省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导意见院
一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进入新阶段袁思想意识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等特质更为明
显遥 为此袁必须做到野四个注重冶院一是注重思想政治工作信息化曰二是注重思想政治工作
分众化曰三是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社会化曰四是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曰
二尧期待更多的基层单位袁不忘初心袁勇于探索袁开创更具时代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
本报讯 9 月 29 日下午袁浙江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在众泰汽车隆重召开遥 浙
江省政研会常务副秘书长马玲袁永康市委常委尧宣传部长朱世道以及来自浙江省省直机 新局面遥
安大志/图文
关各地渊市冤尧县渊市冤宣传部门尧企事业单位领导及思想政治工作者 100 余人参加了会

学习教育
众泰打出“123 组合拳”强力推进“两学一做”
本报讯 自开展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活动以来袁为确保野两学一做冶活动落地有声尧 实际行动弘扬真善美袁传递正能量遥 通过众泰阳光爱心社尧众泰野微公益冶尧众泰公益车
扎实有效袁众泰汽车党委联系工作实际袁不断创新学习形式袁创新学习载体袁别出心裁地 队尧众泰野众益行冶等载体袁提升企业公益力袁打造企业公益品牌袁树立企业公益形象遥
打出独具特色的野123 组合拳冶袁真正做到了野两学一做冶袁知行合一遥
安大志/图文
其中袁野1冶是指创建野竞耶晒爷精彩冶特色载体袁鼓励全体党员和广大干部员工主动把
他们积极参与野两学一做冶活动的踊跃激情尧成功经验和取得的业绩野晒冶出来曰野2冶是指
建立两学一做 野两大保障机制冶袁 即考核保障机制和奖罚保障机制曰野3冶 是指设立三大
野PK冶平台院两学一做野PK冶群渊微信群冤尧两学一做野PK冶栏渊报纸杂志专栏冤尧两学一做
野PK冶窗渊宣传橱窗冤遥
通过打出野123 组合拳冶袁众泰汽车党委还形成了野五晒五提升冶的特色运作模式院
野晒冶学习要要
要提升学习力遥 野四学并举冶袁实现学习全覆盖遥 学教结合袁确保学习效果遥 创
建野两学一做大讲堂冶袁定期进行野两学一做冶解析辅导曰野晒冶问题要要
要提升改进力遥 坚持
野带着问题学尧针对问题改冶袁进一步统一思想袁找准短板袁落实举措袁促进每一名党员凝
聚精气神尧展示新作为曰野晒冶表率要要
要提升践行力遥 促使党员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袁把
自己的一言一行落实到每一件具体事情中尧体现在每一项具体工作和日常行为上曰野晒冶
业绩要要
要提升助推力遥 把野两学一做冶学习教育与企业任务目标结合起来袁将野两学一做冶
活动成果转化为企业创新创效的业绩袁形成更加强大的助推力袁推动企业健康快速持续
向前发展曰野晒冶信义要要
要提升公益力遥 以野两学一做冶为抓手袁打造独特的信义文化袁培养
工匠共产党员先锋岗杨乔宝正和他的野徒弟们冶一起查问题尧找短板
党员干部和广大员工诚实守信尧关爱他人尧忠于企业尧奉献社会的良好品格袁激励他们以

本报讯 9 月 2 日袁 由金华市委
组织部尧金华市委党校组织的金华市
干部教育现场教学基地优质课评选
活动在金华市委党校圆满落幕遥 本次
活动旨在进一步推动金华市干部教
育现场教学基地教学质量袁通过组织
推荐和现场评比两个环节袁按照教学
内容准确严谨尧 教学方法科学生动尧
教学文件规范精彩尧教学效果公认度
高四大标准进行评选遥 众泰汽车副总
裁尧党委书记尧工会主席尧浙师大兼职
教授徐伟雄过关斩将袁在本次评选活
动中荣获一等奖遥
近几年来袁徐伟雄在众泰汽车担
任副总裁尧党委书记尧工会主席期间袁
以野倾情打造品牌党建袁凝心聚力谋
求发展冶为宗旨袁兢兢业业袁任劳任怨
开展党建工作遥 培养建立了一支高素
质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曰打造了
独具特色的众泰党建品牌曰培育提炼
出了野关爱尧创新尧坚守尧感恩尧共赢冶
的企业文化核心价值观袁为众泰的发
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袁先后被评为野全
国企业优秀党委书记冶尧 野红领 党务
通冶尧野全国企业文化模范管理者冶袁荣
获 2012 至 2013 年野浙江省企业文化
建设突出贡献人物冶奖遥 众泰汽车也
先后获得全国非公企业党建强发展
强野双强百佳冶党组织尧全国创先争优
先进基层党组织尧全国企业文化建设
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遥 2015 年徐伟
雄分别被浙江师范大学尧金华市职业
技术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袁先后受浙
江省委组织部尧浙江省委党校尧宁夏
自治区组织部等单位邀请为党务工
作者尧企业出资人尧工会干部等示范
培训班授课达 50 余场遥
安大志/文

震撼、给力、大赞
浙江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现场会众泰专场文艺晚会圆满落幕

众泰汽车董事长金浙勇致欢迎辞

文艺晚会拉开序幕

鼓艺表演 叶黄河船夫曳

现代戏曲 叶说唱脸谱曳

国乐演奏 叶琴瑟舞光影曳

本报讯 9 月 29 日晚袁永康市广电大剧院金碧辉煌遥 浙江省创新思想政治工
作现场会众泰专场文艺晚 会 在这 里隆 重 举行 遥 晚会 在欢 快 的开 场 舞中 隆 重
拉 开 序幕 遥 众 泰 汽 车 董 事 长 金 浙 勇 先生 在 晚 会 上 发 表 了 热 情 洋 溢 的 欢 迎
词 遥 他与 大家分 享了众 泰 2015 年年 产销量 突破 23 万辆 尧今年 1-9 月 份 累
计 销售实 现 228992 辆 的可 喜业 绩 遥 他 表 示袁 众 泰将 借这 次 现场 会 东风 袁 增
品 种 尧 提 品 质 尧 创 品 牌 袁 倾 力 打 造 众 泰 野 七 级 变 速 冶袁 全 面 开 创 3 .0 时 代 袁 争
取 野十三 五冶 末销售 突破 80 万辆袁 产值 突 破 800 亿 袁以 实 际业 绩回 报 大家对
众泰的厚爱与支持浴

女子舞蹈 叶黎乡笠影曳

现场观众

歌曲联唱 叶一想到你呀曳

接着演出正式开始遥 器乐合奏叶好日子曳尧现代舞叶玉生烟曳尧歌伴舞叶如果没有
你曳尧情景舞蹈叶打工行曳尧女声独唱叶和谐大家庭曳生动诠释了众泰员工艰苦奋斗
的精神袁 以及广大员工在众泰这个和谐大家庭里快乐工作尧 快乐生活的美好情
景遥
舞乐表演叶琴瑟舞光影曳尧鼓乐表演叶黄河船夫曳尧现代歌曲叶说唱脸谱曳尧双人
舞叶缘来是你曳尧独角戏叶小咖秀曳尧舞蹈表演叶回娘家曳尧古筝独奏叶浏阳河曳尧女子舞
蹈叶黎乡笠影曳尧叶盛世龙腾曳尧民族舞叶傣源曳等充分展示了众泰人多才多艺尧奋发
向上的精神风貌遥

舞蹈表演 叶回娘家曳

企业领导与演职人员合影

歌手联唱叶一想到你啊曳尧表演唱叶众泰梦曳尧诗朗诵叶文化赞歌曳充分展示了众
泰广大员工与时俱进尧开拓进取袁努力创造和谐的生产经营环境袁为企业完成野十
三五冶规划袁实现中国梦尧众泰梦的远大目标而努力拼搏的信心和决心遥
整台晚会呈现出大气尧震撼尧给力的氛围遥 原汁原味尧自导自演尧丰富多彩尧技
艺精湛的完美演出袁深深地打动了所有观众遥 参加此次会议的各位领导尧嘉宾连
连称赞院野真了不起袁真是高尧大尧上袁真可以与专业水平媲美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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