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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撼乾坤，但看九州万象新。新春
佳节之际，我谨代表江铃汽车向社会各界朋友
致以最诚挚的新春祝福，
祝大家新春吉祥，
阖家
欢乐，
牛气冲天！
过去的一年，江铃积极践行“产业报国”使
命，
战疫情、
扩市场、
推新品，
及时圆满完成了负
压救护车生产交付的国家指令。与此同时，持
续推出多款惠民新车型，
全年销量再创新高，
以
江铃速度助推赣车实业，
彰显担当。
金戈铁马闻征鼓，只争朝夕启新程！新的
一年，
让我们携手同奋进，
共谱新篇章。
——江铃汽车第一执行副总裁 金文辉
岁序更新，
紫气东来。
过去一年，
BEIJING 汽车重整行装，
素履前
行，
明星产品 BEIJING-X7 备受好评、
网络融合
全面焕新、营销发力品牌向上。2021 年，BEI⁃
JING 汽车将不忘初心，在变中求胜，实现市场
破局突围，为消费者带来更优质的产品和暖心
的服务。一切美好，
皆可期待。
谨此，BEIJING 汽车祝愿《江西日报》的读
者牛年顺遂、
牛运亨通！
——北汽营销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刘诗津
神州迎春，
举国欢庆。牛年之际，
我谨代表
北汽昌河，衷心感谢江西省委、省政府，景德镇
市委、
市政府和九江市委、
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
注和支持，
并恭贺父老乡亲新春快乐！
北汽昌河作为北汽集团城市新能源物流车
和经济型车业务的主力军，依托军工品质基因
和技术优势，打造出皮实耐用的北汽昌河 K 系
列微卡、智能高效的北汽 EV5、宜家亦商的北
斗星等优质产品。其中，北汽 EV5 更是首款应
用换电技术并实现量产的新能源物流车，不仅
2020 年初在湖北、广东、北京等地域驰援抗疫，
还投身沧州基层防疫工作，
获得了多方赞扬。
2021 年，
政策东风加速市场复苏，
北汽昌河
将推出专为城乡货运打造的 3.5 吨级 F33U 等优
势产品，
积极推动省内汽车制造和消费升级，
助
力省内经济发展，以优异的成绩献礼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最后，祝大家牛年牛气冲天、
牛运亨通！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胡学兆
新春伊始，
金牛贺岁，
我谨代表国机智骏汽
车有限公司，向各界朋友、合作伙伴、广大客户
及赣鄱大地的父老乡亲，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诚
挚的问候！
2020 年，
外部环境严峻多变，
新能源汽车产
业也经历了调整震荡的过程。艰难方显勇毅，
在江西省、
赣州市和国机集团领导、
社会各界朋
友和伙伴的大力支持下，国机智骏汽车迎难而
上，
取得了省产新能源汽车销量第一的好成绩。
2021 年，
国机智骏汽车将继续坚持
“产品大
众化、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路线，践行“智行悦
心”
的品牌理念，
为客户提供
“温柔及时”
的服务
体验！
值此新春佳节，祝福江西省新能源汽车产
业发展再上新台阶！祝福《江西日报》新年创佳
绩、
大发展！祝福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快乐、
幸福
安康！
——国机智骏汽车有限公司总裁 张 欣
金鼠辞旧岁，金牛迎新春。值此新春佳节
之际，
我谨代表合众公司，
祝《江西日报》的广大
读者朋友们以及关心和支持合众汽车的社会各
界朋友们，新春愉快、阖家幸福！牛运亨通、喜
事连连！
2021 年，
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
也注定
是不平凡的一年！站在新的起点，合众公司将
创新变革、
换挡加速、
全力奔跑，
以用户为中心，
积极打造更有效率、
更有质量、
更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出行新生态！我们希望，在江西新能源产
业集群优势的支持下，协同创新，不断寻求突
破、
促进技术能力攀升，
带动整个汽车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为推动江西省向新能源汽车大省迈
进贡献力量！
新的一年，让我们“牛”转乾坤，
“ 赢”在一

起，
一同谱写 2021 年的新篇章！
——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创始人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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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持续提升客户体验和满意度！
——东风日产南昌恒信东顺专营店
总经理

方运舟

2020 年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说，是
峰回路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从
年初的抗疫复产，到年中的全面复苏，
中国新能源汽车展现出了强劲的成长
力。在疫情影响下，2020 年爱驰顺利
完成向全球用户的交付，出口欧盟及
中东多个国家，爱驰 U5 已大批量出口
法 国 科 西 嘉 岛 、登 陆 以 色 列 ，并 在 德
国、荷兰、比利时等地开售，以出口超
千台的成绩成为国内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大
批量出口欧盟市场的中国造车新势力企业，
实力成就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先行者。这
不仅是爱驰汽车的成绩，更是江西智造在国际
市场的荣誉。
2021 年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说，将会是
浓墨重彩的一年。在这个面临解构-重构的复
合型赛道上，市场留给我们的空间足够大，爱
驰汽车万事俱备，蓄势待发。
——爱驰汽车联合创始人、
董事长

付 强

2020 年是特殊的一年，在这么特别的一年
里，无论是国家政策、公众认知度、全球化趋
势、下半年的销量，还是资本市场的反应，都表
明智能汽车有着比较快的提速。
回顾 2020 年，我们在中国智能电动汽车的
交付量排第二，市值也是排第二，交付了第二
款产品小鹏 P7，在 12 月份的总交付量达 5700
台，收入超过 10 亿元。小鹏汽车在“智能”两个
字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
的时代，相信未来几年，我们能继续在智能汽
车这个赛道继续领跑。
新的一年，我们会继续保持探索的初心，
为更多国内外“鹏友”带去更智能、更便捷的出
行生活，也祝大家新春快乐！
——小鹏汽车董事长、CEO 何小鹏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我们直面挑
战，携手同行。凭借团结一致、坚韧进取的精
神，中国市场克服疫情的影响，实现了令人振
奋的复苏和发展。BMW 很自豪成为中国发展
的一员，未来我们将继续以客户服务为中心，
与消费者、合作伙伴一起共同实现持续发展。
牛年开启，我们满怀希望和信念，和大家
一起并肩共赴新的征途。在这里，我代表宝马
南区为《江西日报》的广大读者朋友及你们的
家人送上最美好的祝福。
祝各位 2021 年阖家安康，幸福愉快！

王 华

牛年到，鸿运照。值此新春之际，我谨代
表比亚迪汽车，祝愿《江西日报》的读者朋友们
新春快乐、牛年吉祥！
2020 年，中国汽车行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
压力和挑战，与此同时，车企也被激发出了强
大动力，比亚迪作为其中代表，在压力与挑战
中砥砺前行、向新出发。比亚迪的技术引领和
战略前瞻，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去年下半
年以来，我们陆续推出的王朝系列高端车型
汉、2021 款唐、宋 PLUS，订单和销量均稳步提
升。在资本市场，300%的股价涨幅成为中国上
市车企市值第一股，新能源汽车领导者的地位
深入人心。
迈入 2021 年，比亚迪将继续一路向前，以
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回馈广大消费者。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2021
年新春佳节，我谨代表华宏汽车集团 3000 余名
华宏事业合作伙伴，向广大车主以及关心、支
持华宏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致以新春的问候
和美好的祝愿！
过去一年，华宏汽车集团与全国人民一道
团结一心、奋力拼搏，抗击疫情；我们排除万
难，圆满完成了全年任务，获得各界赞誉与肯
定！这离不开全体华宏人的努力，更离不开广
大新老车主和社会各界朋友关心与支持！
202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
们倍感光荣与自豪。华宏汽车集团也将迎来
自己百年梦想征程的第 27 个岁月。我们将以
更加饱满的热情，不断开拓创新，秉承诚信文
化，持续提升服务品质，一如既往为新老客户
朋友提供高品质的汽车文化生活！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值此
新春佳节之际，祝大家新春快乐，身体健康，事
业顺利，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
——华宏汽车集团董事长

戴华

时光悄然无声，2020 年的中国汽车市场可
以用跌宕起伏来描述，受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汽车市场整体受到巨大的冲击。但是从
4 月份开始恢复正增长以后，乘用车市场一路
高歌猛进，连续 7 个月实现正增长。
2020 年，对东维汽车来说，也是极不平凡
的一年。面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挑战，全
体东维人迎难而上、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
成了各项既定任务。
过去的成绩，凝聚了全体东维人的心血和
汗水。未来的机遇和挑战，需要我们调整姿
态、鼓舞信心，继续不懈努力。2021 年，我们将
继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东维汽车
高质量发展，谱写东维汽车的新辉煌。
在此，东维汽车祝《江西日报》的读者、车
友和消费者阖家幸福、万事顺意、新春大吉！
——江西东维汽车董事长

杜国忠

感谢所有用户长期以来对领克的关注和
喜爱！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向您致以节日的祝
福和衷心的问候！
愿您和您的家人，在新的一年里：喜气洋
洋人和贵，财源滚滚家业兴。不论您在哪里，
领克始终和您在一起。
新 的 一 年 ，让 我 们 继 续 领 潮 前 行 ，再 创
精彩！
——领克汽车总经理助理
杨泽

春水荡漾见万家，东风吹柳万条斜。大堤
欲上谁相伴，马踏春泥半是花。
新能源汽车就像是可爱的春姑娘，迈着轻
盈的步子来到人间，那一片生机的景象便随之
来到四面八方，整个世界像刚从一个漫长的睡
梦中苏醒过来。
车窗外，田野上，麦苗返青，一望无边，仿
佛绿色的波浪。那金黄色的野菜花，在绿波中
闪光。
为了空气清新，为了天空蔚蓝，为了永远
是春天。在“十四五”开局之年，江西省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将力争比 2020 年翻一番，迈上新台
阶，迎来江西新能源汽车的春天。

蔡雅雯

邓保国

——比亚迪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嘀嗒出行创始人、CEO 宋中杰

——江西国力汽车集团总裁
南昌市汽车流通协会会长

当我们还来不及感慨时间的流逝，2021 年
的春节已悄然而至，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谨
代表江西海峰，向《江西日报》的读者们致以牛
年最美好的祝福和诚挚的问候。
江西省海峰实业有限公司开业至今已经
17 年了，十七年风雨同舟，十七载励精图治，感
恩大家对江西海峰的信赖与支持，2021 年我们
将和广大的用户朋友一起开启新的希望。首
先，东风雪铁龙品牌 2021 年将推出一款超高性
价比的旗舰车型 E43，这是一辆跨界汽车。其
次，我们将持续开展“5 心守护行动”，从“买车

陈硕

2021 年新春佳节之际，祝《江西日报》的广
大读者朋友们和江西的广大嘀嗒用户们，新春
快乐，牛年大吉！
对于嘀嗒出行而言，我们将始终沿着“不
增加额外供给，充分利用存量运力来创造更大
运输效能”的路径坚定前行，坚持以科技赋能、
合作共赢和社会和谐的方式探寻发展之道。
2021 年，在出租车方面，我们将通过“出租
车·新出行”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化整个出租
车服务链条，打造一个能够同时服务扬招网约
的、可以持续推动出租车服务提升的长效机
制。我们也将推动“三化工程”在全国更多城
市落地，助力传统巡游车在司机服务、乘客体
验、行业运营管理效率及政府监管效率等方面
进一步升级，尤其是扬招业务的全方位数字化
升级，最终实现扬招网约双向增量发展。
在顺风车方面，我们将在持续提升效率和
体验的同时，进一步推动顺风车行业标准、法
治、规则和文化建设，与各方合力共建高效、有
序、温暖、愉悦的顺风出行，让顺风车更好发挥
在降堵减排、节约社会资源，以及和谐人际关
系等方面的社会价值，成为提升人们出行“绿
色指数”和“幸福指数”
的重要力量。

值此新春之际，我谨代表南昌市汽车流通
协会、江西国力汽车集团祝福广大《江西日报》
读者们阖家幸福、万事顺意、用车愉快！
在极不平凡的 2020 年，汽车行业淬火蜕
变，从年初的停产停市，到三四季度两位数的
增长。在南昌市汽车流通协会的统筹下，各汽
车经销流通企业克服困难，为广大车主提供更
好的消费环境和优质服务。
衷心感谢选择国力汽车的近 50 万车主。
我们将一直秉承“专注汽车服务、精彩用车生
活”的企业使命，在学车、买车、养车、租车、换
车等方面为大家提供更加贴心的服务，体现
作为汽车服务集团的职责与社会责任，为广
大车主创造一个便捷、优质、贴心、暖心的用车
生活。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南区区域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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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用车安心、服务贴心、换车开心、一路同
心”5 大内容板块涵盖全用车生命周期。最后，
为了回馈广大教师，2021 年购车的教师，除了
尊享金融 7 万元 3 年免息贷，还可享受额外专
属教师礼包。
东风雪铁龙江西海峰 4S 店，一直秉承初
心，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优质的产品，祝大家新
春快乐，身体健康，
牛气冲天！
——江西省海峰实业有限公司
销售部长

郭东旭

不平凡的 2020 年，小鹏 P7 从肇庆智能工
厂下线，清脆的钟声在纽交所响起，我们结交
了数万名新“鹏友”。小鹏汽车在江西取得的
优良口碑，离不开各位“鹏友”的热情推荐与
大力支持。岁序更新，小鹏汽车仍在不断探
索更多可能性，未来，小鹏汽车将依然聚焦智
能赛道，扎根中国本土，以更具探索精神，更
具突破感的智能产品，不断为“鹏友”们创造
惊喜。我们坚信在怀着对智能出行生活梦想
与信念的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值得遇见的
“鹏友”。
2021 年，
我们一起满电出发！
——江西鹏旭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立

银鼠辞旧岁，金牛贺新春，在这辞旧迎新
的美好时刻，东风日产南昌恒信东顺专营店总
经理陈硕携全体员工给大家拜年！
恭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身体
健康，阖家幸福，
万事如意，
牛年行大运！
回首 2020 年疫情带来的冲击，
“恒信人”改
变过去的思路，重整行装再出发，积极响应党
和政府的号召，有序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坚持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业绩，恒信汽车集团宣布
“不减薪、不裁员”的决策，让员工安心、放心、
对未来有信心。
“恒信人”坚持着“有努力，有明
天”的奋斗精神，2020 年的业绩再创新高；同时
“恒信人”将本着“客户至上，服务为先”的管理

——江西省汽车工业协会首席专家 王东林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我谨代表南昌综保汽
车交易展示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向一直关心和
支持我们的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节日
的问候！
2020 年，
是极为艰难的一年。抗击疫情、
防
汛抗洪、
等待国六，
公司全体员工在迷茫中寻找
希望，
取得了全年营收同比翻番的成绩，
实现了
南昌市汽车流通企业整车进口零的突破。
2021 年，我们将秉承坚持担当、学习实干，
聚焦消费者关注、提供全链条运营服务解决方
案，持续为经销商创造更大价值，朝着打造省
内一流、全国知名的汽车平行进口平台企业发
展而不懈努力！
——南昌综保汽车交易展示中心总经理、
江西省汽车流通行业协会副会长

吴玥龙

时光荏苒，岁序更迭。在新春佳节到来之
际，我谨代表南昌市公安局交管局党委，向长
期关心支持南昌公安交管事业发展的各级领
导、各级部门及社会各界，向全市公安交警、警
务辅助人员、退休老同志及广大默默奉献的家
属，致以新年的问候和衷心的祝福！
2020 年，南昌交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交通出行的美好向
往，向全市人民广泛征求交通治理意见建议，
创新推出“135”快反、三级信号联动等一系列
工作机制，实现了“车辆不限号，交通不拥堵”
的双重效益。
2021 年，南昌交警将在市委、市政府和市
公安局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以南昌“城市大脑”
建设为契机，不断深化综合治理、科学治理、智
慧治理、包容治理，让机动车不限号、道路不拥
堵成为南昌一张闪亮的名片！最后，祝《江西
日报》越办越好，祝广大读者春节愉快、身体健
康、阖家幸福！
——南昌市公安局党委委员、
交管局局长

汪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