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资品牌涌入、豪车“触电”

车企新能源“混战”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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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车市的“寒风”还未完全消散，一年
一度的广州车展如期而至。今年车展的面积、
新车发布数量和展车总数都持续减少。与此同
时，参展的新能源车型比去年增加了32款，汽
车产业的大变局之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也
正面临着向上突破的时代机遇和生死攸关的严
峻挑战。

车企玩起了花式营销

受车市下滑影响，今年广州车展的参展商
和发布数量进一步减少。不仅展会规模较去年
减少2万平方米，展车总数下降35台，全球首
发车的数量也从48台降到了38台。

不过，尽管新闻发布会等官方发布活动变
少，各个展台的花式“玩法”却更多了，车展
氛围也变得更加轻松热闹。

江淮汽车在车展现场的魔术表演吸引不少
人驻足观看。长城汽车的“新四化体验乐园”
里，造型可爱的欧拉新能源车被喷上了卡通外
观，配以“猴赛雷”“中意你”等名字，像极
了从动画片里开出来的车。长城和丰田则分别
用模拟赛车和VR体验的方式，展示车辆的操控
性和防碰撞等高科技，也引得不少人来体验。

一直以来，广州车展是企业重磅车型的聚
集地，企业也选择在这一年底盛会上亮出“底
牌”，但不同于往年以提升品牌影响力为主要
目标，今年的车展上却呈现出明显的以卖车为
导向的趋势。展会首日的媒体日上，已经有不

少厂商的工作人员开始忙着向参观者介绍车
型，许多人在现场试乘，甚至有人签下了订
单。

新能源市场“混战”升级

虽然新能源汽车市场在后补贴时代已连续
4个月出现同比下滑，但车企对布局新能源车
型的热情依然不减。今年参展的新能源车型总
量达到182辆，比去年增加32辆。其中，国外
企业展车达到70辆，并首次出现传统燃油车中
高端品牌的身影。

北京奔驰的首款纯电动车EQC、奥迪首款
纯电动SUV奥迪e-tron和Q2Le-tron，以及保时
捷首款纯电动跑车Taycan Turbo S等车型悉数
亮相，特斯拉国产版Model 3也于车展头一天
在展览现场和全国直营店首发。

当合资品牌和豪华品牌的新能源产品开始
覆盖轿车、SUV、跑车等多种车型，一味地
追求高续航里程将不再是衡量新能源车型的首
要价值标准，品牌背书也将成为消费者的重要
考量因素，而18万至148万元的大跨度价格区
间则撕下了新能源汽车价格低廉的标签。新能
源汽车正逐步从政策导向转为市场导向，竞争
也将进一步加剧。

造车新势力的大队中不断有新品牌在掉
队，留下来的则在此次广州车展上刷足了存在
感。小鹏汽车推出中级车水平的P7四门纯电
动轿跑，威马推出了定位更高的EX6 Plus中型
纯电动SUV，这些车型的定价普遍在20万元左
右，最高的天际ME7或将突破40万元。

自主品牌谋求“智能”突破

进入2019年，自主品牌乘用车连续多月
销量同比下滑，市场份额也连续跌破40%的
红线。对比曾经接近50%的市场占有率，自
主品牌如今也面临着巨大挑战。汽车市场整
体下行，自主品牌中也出现明显的“智能造
车”趋势。

吉利、长城、长安等自主品牌纷纷集中
升级旗下高档车型，广汽发布的6座大型电
动乘用车E N 0 . 1 4 6 刷新了全球低风阻新纪
录，北汽集团也开始向自主豪华品牌迈进，
BEIJING品牌将推进智能驾驶和智能网联向
上升级。北汽集团旗下高端智能新能源汽车
品牌ARCFOX则在发布会上正式发布了“无
界生态”战略，瞄准新能源自主品牌的高端
化和智能化，旗下首款概念SUV和超跑车型
已经完成国内首发。

部分合资品牌则开始强化中低端车型布
局。广汽丰田发布的威兰达、东风标致推出的
全新2008和e-2008，都瞄准了时下最为火爆的
紧凑型SUV市场。

2019年11月14日，济南爱容整形美容医院在相伴11年
VIP会员，来自美、德、意、西班牙、韩国的全球战略合作
伙伴，社会各界好友以及300余名全国各地的爱容同仁的共
同庆祝下，于新址济南市经七纬二宝丰金融广场隆重举办
乔迁盛典。

2008年爱容整形成立于和平路

2012年爱容整形喜迁大明湖畔

11年来，爱容整形踏实进取，奋力前行，同时也得到
了会员朋友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为了给广大会员朋友
提供更加方便、舒适的环境，爱容整形荣耀升级，绽放经
七纬二。

再见已胜初见

全新爱容整形璀璨亮相

爱容整形新址地处济南市区重要交通路段经七纬二路
口，与国际财富中心、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对角相
望，东侧毗邻东方大厦，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诊疗环境绿色升级，全新环境低碳环保，新风系统智
能净化，打造天然氧吧。意大利轻奢陈设，简约舒适、安
心温馨。

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美容口腔科四

大科室巨资升级，新增一批前沿、新型仪器设备，为求美
者提供全新明星级美丽项目。

专家团队矩阵升级，以院长张庆国为代表的爱容专家
团吸纳汇聚了更多国内外一线名医。

双喜临门

爱容整形喜添第十大国家专利

自2008年建院以来，爱容整形始终坚持“以真诚传播
爱心，用医术缔造美丽”的服务宗旨，始终将医疗技术放
在首位。11年来，在张庆国带领下的爱容专家团先后荣获
自体脂肪精细填充管、注射器、乳房测量尺、乳房假体植
入器、乳房分离器等八大国家专利以及“张庆国面部整形
美容基准设计线”1项自主知识产权。

此次乔迁期间，爱容整形再获“双弧美臀”国家自主
知识产权。

11月6日张庆国作为中华整形大典医学主编受邀出席
中整协科研学术部“ 2 0 1 9中华整形大典·医学编委年
会”，代表爱容学术在行业发声；11月9日，张庆国作为
中国医师协会新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讲习团重要成员受
邀出席2019年脂肪美容学术论坛，代表爱容技术在行业
分享交流。

“工匠传承，锐意进取”是爱容整形专家团队的发展
口号，作为中整协科研学术部名誉主任、中整协干细胞研
究与应用分会副会长单位、中整协特别荣誉单位、齐鲁标

杆企业单位，爱容整形将不遗余力，坚持专利技术塑美，
坚持匠心品质。

牢记社会责任

以爱铸容

2008年，爱容成功为“被老鼠咬掉鼻子的孩子实施全

鼻再造”，被央视及全国各大卫视报道。

自此爱容整形“以爱铸容·百年公益大型美容整形援

助计划”正式启动，11年来，先后对贫困面畸患者进行

公益救助。2009年援助面部畸形女孩小霞、“鬼丈夫”

小伟；到2013年救助额面萎缩患者郭玉兵，为草根明星

杨大妈实施面部年轻化手术，助其实现明星梦想；到

2015年救助脊柱裂女孩丽丽、严重烫伤毁容的男孩孙家

太；再到2016年救助“被丈夫咬掉鼻子”的杨大姐；以

及2019年救助“住在垃圾堆里的女孩”，爱容整形，牢

记社会责任，“以爱铸容·百年公益大型美容整形援助

计划”一直在行动！

喜迁经七纬二，荣耀升级绽放，全新爱容将一如既往

秉承“标准化建院、高科技兴院”的办院方针，坚持“以

真诚传播爱心 用医术缔造美丽”的服务宗旨，为每一位

求美者提供更加贴心、舒心、暖心、安心的专业医美服

务。全新爱容，不负等待，不负卿！

经七纬二 荣耀升级

济南爱容整形美容医院乔迁

为让党员干部在促进经济发展、为民解忧排

难中，始终保持党性修养、提高廉政意识、筑牢

反腐防线，近日，天桥区无影山街道组织副处级

以上领导干部、机关全体党员、社区党委书记赴

天桥区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接受思想政治洗

礼，坚定理想信念，永葆政治本色。

通过参观扫黑除恶案例漫画展、专题片等，

增强了全体人员的法纪观念和廉政意识。大家纷

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守住底线，不碰红线，真正做到警钟长鸣、廉洁

从政；坚决抵制黑恶势力，根除黑恶势力毒瘤，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无影山街道组织参观

天桥区检察院警示教育基地

□刘海山

为扎实推进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再上新台阶，
近日，莱芜财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连续开展专题
纪律作风建设系列活动，努力打造风清气正、干
事创业的政治生态。

集团党委首先围绕强化党员意识、纪律意识、
规矩意识、发展意识，重点研究制订《关于开展工
作纪律作风检视整改提升活动的实施方案》，从工
作纪律、作风效能、财经纪律、形象修养四个方面
对整个工作进行专项部署。

此后，集团党委对全体干部员工纪律作风情
况进行调查抽查，针对发现的党风廉政建设存在
的薄弱环节进行专项整改：在思想上，邀请济南
市委党校教授王端军为全体干部员工讲《加强新
时代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专题党课，促进集团全体干部员工进一步深
入了解、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和党
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实现路径；在行动上，
组织前往济南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活动，让全体干
部员工在发人深省的图片、惨痛的现实案例、发
自肺腑的忏悔中“身临其境”地感受“贪念”带
来的恶果；同时，集团党委书记吕慎宾落实“一
岗双责”组织开展集体廉政谈话，要求全体干部
员工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把爱党、忧党、兴党、护党落实到集团经
营管理各项任务中去。

据了解，此次纪律作风检视提升活动将持续
至春节前，集团将以工作作风有新转变、纪律意识
有新加强、能力素质有新提高为目标，落实好“早
细快严实”企业文化，为促进集团融合转型、推动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作风保障。

开展廉政宣教

筑牢廉政根基

上排从左至右：

腔隙清理器(ZL2017 2 0547788 . 7)

张庆国面部整形美容基准设计线(国做登字-2016-L-00244416)

爱容双弧·美臀基准设计(国作登记-2019-L-00835118)

一种自体脂肪提纯器(ZL 2015 2 0877069 . 2)

下排从左至右：

一种隆胸假体植入器(ZL 2015 2 0877640 . 0)

一种注射整形填充针(ZL 2015 2 0873225 . 8)

自体脂肪精细充脂管(ZL 2012 2 0435322 . 5)

一种隆胸手术用分离器(ZL 2015 2 0873869 . 7)

一种乳房测量尺(ZL 2014 1 0316268 . 6)

“今天的回访谈话给我上了生动的一课，
震撼很大，感到非常温暖，同时再次敲响了警
钟。”当接受南部山区仲宫街道纪工委干部回
访后，受处分人员很有感触。济南南部山区仲
宫街道纪工委监察室始终坚持把回访作为党纪
政纪处分之后“必修课”，采取“3+2+3”模
式开展“暖冬行动”关爱回访受处分处理人员
活动。

“三种方式”全面掌握情况。
直接回访：直接同受处分人见面，听取并

了解回访对象工作、生活现状，以及对所犯错
误的认识、改正错误情况，以及对组织的意见

和建议，指出不足也肯定成绩。延伸回访：征
得回访对象本人同意后，走访其家庭成员，讲
政策讲关怀，让家人成为被处分对象进步的动
力，解除回访对象家庭压力。灵活回访：对思
想有顾虑、因工作外出的，可以采取书面回访
的形式进行。

今年以来，仲宫街道共对17名受处分的党
员干部开展回访教育，并全部建立帮扶写实
簿。

“两个礼包”体现组织关怀常在。
政策礼包。仲宫纪工委监察室制定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从严从实从细做好监督执纪“后

半篇文章”的意见(试行)》。要求各级党组织
把对受纪律处分党员干部职工的教育关怀作为
落实“两个责任”的重要内容之一，进一步压
实责任。把回访教育工作作为日常监督管理内
容，统筹安排，抓出实效，并以此为契机建立
机制长期坚持。

初心礼包。除此之外，每一名受访人员还
收到了一个“礼包”：“一本党章、一份自己
的入党志愿书、一封主要领导的亲笔信”。
“学习入党志愿书，重温初心，学习党章，铭
记初心。这种思想碰撞，是直抵心底的。”仲
宫街道纪工委一名工作人员说。“领导的亲笔

信，体现了另一个维度的关怀，组织不会抛弃
你，领导不会抛弃你。”

确保回访实效突出“三个结合”。
正面教育和反面典型相结合。利用身边

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党纪法规教育同思想教育和心
理教育结合起来，使受处分人员在认识错
误、改正错误的同时，加深对党纪法规的认
识，切实筑牢思想防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相
结合。通过受访人员自己根据党章、入党志
愿书，撰写心得体会，自己查摆不足，快速
转变思想，轻装前行。

3+2+3：一个人都不能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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