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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y Auto PH
在6月創下了有史以來的最高銷量
本市訊：進取的亞洲品牌奇瑞菲律濱汽

車（CHERY Auto Philippines）正利用第二季

度開始的強勁勢頭，因為6月的月度銷售數據

再次創下紀錄。

CHERY Auto Philippines分銷United Asia 

Automotive Group Inc.（UAAGI）報告稱，在

6月，其汽車總銷量較5月大幅增長140%。這

是該品牌自2019年底開始運營以來，在菲律

濱市場的最高月度銷售業績。

CHERY Auto Philippines／UAAGI總裁

Erroll Dueñas說：「我們為CHERY品牌在充滿

挑戰的商業環境中持續增長和受歡迎感到興

奮。這證明了消費者已經意識到並接受了我

們CHERY汽車所提供的物有所值的主張。」

品牌知名度的提高進一步擴大了創紀錄

的銷售數字，這要歸功於營銷舉措，如4月和

5月在薩馬特山上進行的兩段媒體宣傳，以及

6月推出的官方俱樂部，以在菲律濱建立一個

由所有Tiggo車主組成的社區。該品牌新推出

的旗艦產品Tiggo 8 PRO受到市場熱烈歡迎，

這也促成了驚人的銷售增長。

Duenas宣布：「一款旗艦車型成為一個

汽車品牌的暢銷車型並不常見，但這就是技

術含量高、功能齊全的Tiggo 8 PRO卻極具吸

引力，它配備了一流的1.6升渦輪增壓汽油直

噴（Turbo GDI）發動機，或作為插電式混合

動力汽車（PHEV）—它們提供了享有盛名的

德國SUV的所有空間、舒適、技術、豪華和

安全設備，但價格卻更合理。」

對CHERY Tiggo 8 PRO的需求量比當初的

目標高出233%。該品牌的其他銷售業績包括

Tiggo 2 PRO，其銷售數字超過目標140%，以

及Tiggo 7 PRO，超過目標109%。

Duenas補充說：「對CHERY汽車的強烈

需求激勵著我們更加努力地工作，以傳達品

牌的性價比信息，讓更多的人乘坐CHERY汽

車；我們現在只是看到了該品牌全部潛力的

一小部分。」

Tiggo 8 PRO的一大亮點是其先進的駕駛

員輔助系統（ADAS）的全面套件，包括12項

安全功能：倒車側方盲點輔助、盲點檢測、

自動緊急制動、開門警告、前方碰撞預警、

主動式定速巡航控制、車道維持輔助、交通

堵塞輔助、綜合巡航輔助、智能遠光燈控

制、車道偏離警告和限速標誌識別。

CHERY Tiggo 8 PRO於上週7月1日至7

日在SM Aura Premier舉行的為期 7 天「豪華

世界」全國路演中大受歡迎。豪華世界全國

路演的下一站是在SM Megamall（7月14日至

20日)、Eastwood City（7月29至8月3日）、

Estancia（8月12日至18日）、SM City North 

EDSA（8月25日至31日）、SM Mall of Asia

（9月1至7日），隨後是Lucky Chinatown和

Glorietta。未來在呂宋島、未獅耶和棉蘭佬島

的路演將很快確定。

最後，該品牌擁有行業領先的保修和

PMS計劃——CHERY Premium Preserv，該計

劃具有行業領先的10年／100萬公里發動機保

修，5年一般保修，免費3年全面預防性維護

服務（PMS），以及免費3年的Tiggo 2 PRO、

Tiggo 5x和Tiggo 7 PRO路邊援助。Tiggo 8 PRO

提供7年一般保修，免費3年全面PMS，和免

費3年路邊援助。

訪 問 C H E R Y  A u t o  P H 的 網 站 w w w .

cheryauto.ph，並在社交媒體上關注CHERY 

Auto PH：Chery Auto Philippines（臉書）和

@cheryautophilippines（Instagram），以獲

得更多最新消息。您也可以撥打Chery Auto 

Philippines 全天候熱線電話（0917）552 4379

或發電子郵件至chery@uaagi.com，以了解更

多信息。

NOEL義賣活動隆重回歸
本市訊：在今年聖誕季，規模最大、最

受期待的節日集市系列又回來了。從21世紀

初開始，到現在已經是第23年了，Noel義賣

活動（Noel Bazaar）將於11月11日至13日在非

常豪華的Okada Manila，展開4期休閒生活義

賣活動活動的第一站。其餘義賣活動時間與

地點是11月18日至20日和12月16日至18日在

Filinvest Tent Alabang，11月25日至30日在世界

貿易中心。

Okada Manila的義賣活動
今年在Okada Manila隆重開始的Noel義

賣活動將使購物者和商人感覺自己被送到了

一個全新的地方，水晶走廊的場景區（Scene 

Zone）上，每一個攤位都是Instagram拍照景

點。他們還可以進入Okada的標誌性景點The 

Fountain的專屬觀景台，從下午6點到下午12

點，每小時都有精心設計的燈光和水秀。在

Noel義賣活動的這種超凡體驗等待著所有可

以免費入場與會者。

有何可期待
由 GMA Network 和媒體合作夥伴如

Inquirer集團、Philippine Daily Inquirer、

Inquirer.Net、Pop!、Inquirer Mobile和菲律濱商

報等 20 年來共同呈獻，義賣活動購物者不僅

可以期待見到他們最喜歡的藝術家，還可以

在Okada和世界貿易中心舉行的名人二手衣物

攤位和名人拍賣特別活動上，看到他們最喜

歡的Kapuso明星家族的成員。

各式商家出售特別策劃的項目和獨特

的禮品，每位購物者都將在Noel找到他們需

要的東西：從新奇的項目、時尚服裝、聖誕

裝飾和家居家具、美容產品，到時尚配件、

鞋子和包。最棒的是購物者可以親眼看到、

摸到、聞到，甚至品嚐到所有的產品。Noel

義賣活動的商家還會提供各種豐富的節日食

品，這樣人們就不用餓著肚子購物了。

回饋與安全協議
與過去22年一樣，主要受益者是GMA 

Kapuso基金會、Inquirer基金會和Bantayog ng 

mga Bayani基金會。在活動期間，將嚴格執

行衛生規程，確保商家和購物者可以期待更

好、更安全的2022年Noel義賣活動。

7月中國進出口
增長16.6%

創年內新高
中新社北京8月7日電　中國海關總署

7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7月中國進出口

總值3.8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

增長16.6%，增速比6月加快2.3個百分點，

創今年以來單月新高。其中，出口2.25萬

億元，同比增長23.9%；進口1.56萬億元，

增長7.4%。

前7個月，中國進出口總值23.6萬億

元，同比增長10.4%。其中，出口增長

14.7%；進口增長5.3%；貿易順差3.14萬億

元，擴大62.1%。

分國別看，前7個月東盟繼續穩居中

國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

為3.53萬億元，同比增長13.2%，占中國

外貿總值的15%。歐盟為中國第二大貿易

夥伴，中歐貿易總值為3.23萬億元，增長

8.9%，占13.7%。美國為中國第三大貿易

夥伴，中美貿易同比增長11.8%。

同期，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合計進出口7.55萬億元，增長19.8%。

分產品看，機電產品和勞動密集型

產品出口均增長。前7個月，中國出口機

電產品7.57萬億元，同比增長10.1%，占

出口總值的56.6%。其中，汽車出口勁增

54.4%。

進口方面，前7個月中國進口原油2.9

億噸，同比下降4%；進口煤1.39億噸，減

少18.2%；進口天然氣6220.9萬噸，減少

9.6%。　

江西開展「旱口」奪糧
新華社南昌8月7日電 7月以來，受持

續高溫晴熱少雨天氣影響，江西一些產糧

區出現旱情，對中晚稻生長不利。各地採

取抗旱保水措施，開展「旱口」奪糧，確

保秋糧豐產豐收。

江西農業農村、應急、氣象等部門

建立了抗旱聯動機制，及時做好農作物受

旱情況統計，加強氣象災害預警預報，通

過微信平台向農戶發佈「水稻高溫熱害防

控技術意見」「高溫熱害風險預警」等信

息。農技人員分赴田間地頭，加強抗旱技

術宣傳和指導。

各地通過新增抗旱設施、加強現有設

施維護、強化抗旱組織調度等舉措，做好

用水管理及抗旱保水工作，千方百計擴大

灌溉面積。江西省吉安市安福縣農業農村

部門按照「壓上游、控中游、保下游」的

沿渠配水原則，對灌區部分尾端灌片適時

採取輪灌方式，實現飽和灌溉。同時，對

田間水渠全面清淤、疏浚和清障，打通輸

水「最後一公里」。

在吉安市吉水縣八都鎮宏溪村，水

利人員和村民冒著酷暑打抗旱井、清理渠

道、維護泵站，縣裡緊急投入4800萬元新

建、改建抗旱設施，改善農田灌溉條件。

吉水縣還對198座水庫蓄水量開展調查摸

底，做到「一庫一策」，統籌調度農作物

灌溉用水。柴桑區江洲鎮種糧大戶楊艷

平告訴記者，今年家中1000畝晚稻出現旱

情，電力部門及時幫助他抽水灌溉，晚稻

豐收有望。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區進出口2.35萬億元 
同比增長12.5%

中新社天津8月7日電　記者7日從天津海

關獲悉，據天津海關統計，今年上半年京津

冀地區進出口2.3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比去年同期增長12.5%，高于全國外貿增速3.1

個百分點，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11.9%，月度

進出口連續6個月保持同比增長。

上半年，京津冀地區以一般貿易方式進

出口1.92萬億元，增長12.7%，占同期京津冀

地區進出口總值的81.7%。以保稅物流方式

進出口2075億元，增長22.2%，占8.8%。以加

工貿易方式進出口1921億元，增長11.3%，占

8.2%。

外貿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國有企業為外

貿主力，民營企業出口比重提升。

今年上半年國有企業進出口1.31萬億

元，增長25.4%，占比提升近6個百分點，穩

佔半壁江山。民營企業出口2484.6億元，增長

12.3%，占京津冀出口總值的41.6%，占比提

升5.4個百分點。

貿易夥伴更加多元，對「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進出口增長顯著。上半年京津冀地區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9299.9億元，

增長27.6%。對歐盟進出口3105.1億元，為第

一大貿易夥伴。對美國進出口2295.4億元，增

長6.4%。

進口方面，進口機電產品3890.6億元，

占22.2%，其中汽車、電子元件、計量檢測

分析自控儀器及器具、汽車零配件等商品居

前。

出口方面，成品油、鋼材、手機、電子

元件和紡織服裝位居出口商品前5位。

今年以來，京津冀三地海關持續加大惠

企服務力度，助力外貿企業物流保通保暢，

實施京津冀產業鏈供應鏈重點企業三關互

認，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循環暢通，促進外貿

保穩提質。

應對多重挑戰 中國鋼鐵工業在減量發展中展現強大韌性
中新社北京8月7日電 市場需求放緩、原

材料價格波動、企業成本壓力加大、企業利

潤銳減……今年上半年，面對重重挑戰，中

國鋼鐵工業在減量發展過程中展現出了強大

韌性。

今年以來，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和

國內疫情帶來的衝擊，中國鋼鐵行業積極適

應市場變化，克服物流受阻、成本上升等困

難，努力實現行業平穩運行和健康發展，為

全國穩定宏觀經濟大盤作出重要貢獻。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中

國粗鋼產量為5.27億噸，同比下降6.5%；生鐵

產量為4.39億噸，同比下降4.7%；鋼材產量為

6.67億噸，同比下降4.6%。

「市場需求低于預期，鋼鐵產量同比

下降」，中國鋼鐵工業協會黨委書記、執行

會長何文波說，面對這種市場變化，各鋼鐵

企業通過合理安排檢修等階段性靈活措施，

不同程度地減少了生鐵、粗鋼、鋼材的產出

量。上半年，中國粗鋼產量保持了自去年以

來減量發展的態勢，同期鋼鐵行業效益下

降。中國鋼鐵工業協會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

6月，重點統計會員鋼鐵企業利潤總額為1042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53.6%。

其中，5月、6月利潤分別為167億元、112億

元。虧損企業數量增多，虧損面擴大。

「不可否認，鋼鐵行業面臨的局勢極為

複雜，挑戰是前所未有的」，何文波表示，

從近期的行業運行態勢來看，鋼鐵行業進入

了一個比較困難的時期。上半年，由于需求

明顯不及預期，粗鋼產量同比下降6.5%，營

業收入同比下降4.65%，利潤總額同比下降

55.47%，虧損面目前還在逐漸擴大。

「今年上半年，面對影響行業發展的一

系列困難，鋼鐵工業展現出了強大韌性。」

在近期召開的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第六屆會員

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工信部原材料工業司副

司長張海登說。

張海登同時指出，雖然中國鋼鐵行業上

半年經濟效益出現顯著下滑，但行業總體資

產狀況仍處于歷史較好水平，企業資產負債

率同比下降，負債結構持續優化。通過推進

兼併重組，產業集中度持續提升，抗風險能

力不斷增強。很多重點企業出台了穩增長保

運行的措施，有效穩定了市場運行秩序。

張海登建議，目前，鋼鐵行業生產運行

出現了階段性困難，企業要著重從供給側入

手，適應當前需求形勢變化，通過自律恢復

供需動態平衡，穩住合理價格，防止大起大

落，提高發展效益。同時，著力向發展質量

要效益。嚴格執行產能置換政策。

張海登說，國家對違法違規新增鋼鐵產

能行為將繼續保持高壓打擊態勢，各地區、

各企業必須嚴格執行產能置換的相關政策規

定，相互監督，尤其是相關企業應自覺做行

業秩序的維護者，維護好當前鋼鐵發展的良

好環境。

國家發改委產業司一級巡視員夏農提

出，推動鋼鐵行業高質量發展，要持續深化

鋼鐵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