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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视点]

东风标致开启“口碑激活年”携经销商同心共进话未来
2017 年是“东风标致 SUV

年”，这一年，东风标致以兼具
“品位”与“品质”的X008系列SUV
产品，收获了消费者以及业内人
士的高度认可，加之营销层面的
精准配合，使得当初的愿景得以
一一实现。日前，以“同心·共
进”为主题的东风标致2018年经
销商大会圆满落幕，神龙公司的
股东及各级领导，与来自全国各
地近400 家经销商和50 余家合
作伙伴在现场共话未来。

此次，神龙公司明确了未来

的工作重点，将全力支持东风标
致与经销商共建良好生态。与此
同时，东风标致正式宣布将2018
年定义为“口碑激活年”，将从品
牌、产品、终端三个层面实现全面
激活，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保
障经销商利益，助力东风标致品
牌早日重回赛道，再创辉煌。

【合作共赢携手前进】
2017年，东风标致以SUV产

品为导向，确立了“东风标致SUV
年”的发展方向，从产品诉求、情
感诉求和购买诉求等维度，来满
足消费者对东风标致SUV产品的
需求。在完善产品矩阵，打造个
性化SUV产品的同时，东风标致
也通过多种营销模式的开展，充
分满足用户全价值链的需求。

在不断探索市场的过程中，
东风标致也越发重视品牌与经

销商之间的默契配合。虽然经
历了开年不利，但东风标致积极
采取营销体系改革，改善经销商
生态。加之诸如X008系列的优
质产品，和恰当的品牌营销，使
东风标致成功扭转市场局面，在
下半年迎来了连续6个月交付环
比增长的上扬之势。

应该说，东风标致在2017年
能够逆流而上，与产品、营销和
良好的经销商生态都密不可
分。未来，东风标致品牌将与经
销商继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互
惠互信、合作共赢，共同促进品
牌重回赛道，再创辉煌。

【口碑激活 重回赛道】
2018 年，对于东风标致来

说，将是夯实基础、聚焦终端、面
向未来极为关键的一年。在面
对未来挑战的同时，东风标致也

在积极部署，在紧跟神龙公司三
步走总体规划的同时，根据市
场、品牌发展及经销商实际情
况，最终确立了全年交付306,500
台的务实目标。

此外，东风标致还宣布将
2018年定义为“口碑激活年”，将
从品牌激活、产品激活、终端激
活三个方面，实施全民动员的激
活三部曲。以“设计之美、品质
之实、科技之悦”作为品牌的核
心价值，打造美感、质感、动感兼
备的品牌个性。

除了品牌的升级，产品层面，

东风标致旗下首款智能互联SUV
也将推出市场，为消费者带去智
能化、年轻化的用车体验。未来
几年，在刷新现有产品的同时，东
风标致还将同步推出新能源车
型，以完成产品激活的目标。

2018年，东风标致将在诠释
全新品牌价值的同时，释放品牌
活力，同时推出更多年轻化、智
能化的优质产品，为消费者打造
更加愉悦的用车体验。明确的
战略部署，精准的品牌定位，加
之终端的全面激活，相信东风标
致重回赛道指日可待。

东风悦达起亚获2018汽车公益之夜“年度公益企业爱心奖”

2 月 1 日，“大爱燃擎——
2018汽车公益之夜”在北京圆满
落幕。东风悦达起亚凭借跨越
多领域的公益项目、显著的公益
效果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荣
获“年度公益企业爱心奖”。

“大爱燃擎——2018汽车公
益之夜”是由新浪微博、微博汽车、

微公益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主
办，旨在聚合车企、公益明星名人打
造全民社交公益盛典，全力推动公
益事业发展，传递公益正能量。作
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东
风悦达起亚成立15年来，开展了希
望小学援建工程、“东风悦达起亚家
园”房屋援建项目等众多公益项目。

国际高手上演冰壁巅峰对决

攀冰世界杯（哈素海）站圆满
落幕。2月4日，伊利2017-2018
赛季国际登联攀冰世界杯中国
（哈素海）站比赛落下帷幕。经过
3天的激烈比拼，男女子难度赛和
男女子速度赛的四块金牌中，俄
罗斯运动员包揽其中三块，剩下
一块女子难度赛金牌被韩国运动

员收入囊中。其中，在攀冰速度
赛中，男子第一名总耗时 16.95
秒，女子第一名总耗时23.24秒。
此次攀冰世界杯中国（哈素海）站
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举办，是
内蒙古自治区历史上首次举办的
国际A类冬季运动赛事，也是攀冰
项目较高水平的赛事。

广告

9日，杭州中院一审公开宣判被
告人莫焕晶放火、盗窃一案，以放火
罪判处莫焕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以盗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二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法院审理认定：莫焕晶因长期沉
迷赌博而身负高额债务。2016年9
月，莫焕晶应聘到林生斌、朱小贞夫
妇位于杭州蓝色钱江公寓家中从事
住家保姆工作。2017年3月至同年6

月21日，莫焕晶为筹集赌资，多次窃
取朱小贞家中的金器、手表等物品进
行典当、抵押，得款 18 万余元。其
间，莫焕晶还以老家买房为借口，向
朱小贞借款11.4万元。上述款项被
莫焕晶用于赌博挥霍一空。

2017 年 6 月 21 日晚至次日凌
晨，莫焕晶用手机上网赌博，输光了6
万余元钱款，包括当晚偷窃朱小贞家
一块手表典当所得赃款3.75万元。
为继续筹集赌资，其决意采取放火再
灭火的方式骗取朱小贞的感激以便

再向朱小贞借钱。6月22日凌晨，莫
焕晶使用手机上网查询与放火有关
的关键词信息。凌晨4时55分许，莫
焕晶用打火机点燃书本引燃客厅沙
发、窗帘等易燃物，导致火势迅速蔓
延，造成屋内的朱小贞及其三名未成
年子女被困火场吸入一氧化碳中毒
死亡，并造成该室室内精装修及家具
和邻近房屋部分设施损毁。经鉴定，
损失257万余元。火灾发生后，莫焕
晶逃至室外，报警并向他人求助，后
在公寓楼下被公安机关带走调查。

另查明，莫焕晶在浙江绍兴、上
海做保姆时曾盗窃财物。

法院审理认为，莫焕晶的行为已构
成放火罪、盗窃罪，应依法并罚。莫焕晶
犯罪动机卑劣、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
危害公共安全，社会危害性极大，依法应
予严惩。其归案后虽能坦白放火罪行，
但不足以从轻处罚。莫焕晶归案后主动
交代公安机关未掌握的盗窃罪行，系自
首，对其所犯盗窃罪可予从轻处罚。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据新华社电

在杭州中院就保姆放火案庭审

结束后，“新华视点”记者就一些焦点

问题采访了杭州中院有关负责人。

是故意杀人，
还是想先放火再灭火？

杭州中院负责人介绍，被害人诉

讼代理人认为，莫焕晶多次窃取朱小

贞家中财物、向朱小贞借钱、放火前

又输光了典当款，放火动机是为了毁

灭盗窃罪证。这是推测性结论，并无

直接证据予以证明。

为证明莫焕晶的放火动机，被害

人诉讼代理人向法庭提交了一名身份

为保安的证人的自书材料，其提到莫焕

晶放火后，从入户大门离开并故意将门

关闭。诉讼代理人据此认为，莫焕晶有

故意杀人之嫌。但法庭在审理时发现，

这名证人的自书材料，与该证人在侦查

阶段所作的言论不符，与电梯监控视频

记录的情况、剪刀形消防楼梯的状况也

不符，故认定该材料不实。

关于放火动机，公诉机关指控莫

焕晶是想先放火再灭火，从而博取朱

小贞的感激以便再次开口借钱。控方

主要证据是莫焕晶的供述，并认为该

供述与朱小贞尚未发现莫焕晶偷窃行

为、朱小贞确曾借钱给莫焕晶、莫焕晶

放火前查询火灾怎样燃烧得慢等客观

事实相印证。控辩双方的意见一致。

法院经审查证据，认为莫焕晶在

侦查阶段供述的放火动机相对稳定，

庭审中亦予以供认，且结合常情常

理，基本能够支持，故采信了莫焕晶

本人供述。对放火动机的认定，法庭

依据到案的证据并经过综合分析，符

合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基本原则。

刑事判决最终确定的事实，建立

在证据和逻辑推理、经验分析三者有

机统一的基础之上，但属于法律真相

而非绝对真相。二审期间如果发现

新证据并足以推翻莫焕晶所作放火

动机的相关供述，则二审法院依法应

当予以纠正。

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不足
能否减轻莫焕晶罪责？

杭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莫焕

晶在凌晨4时55分许放火，消防部门

于 5 时 4 分 50 秒接到首次报警，于 5

时7分52秒派出第一批消防车。在

实施灭火过程中，消防战士发现供水

管网水压不足，遂沿楼梯蜿蜒铺设水

带进行灭火。从接警至火势熄灭，消

防用时1小时40余分。

据浙江省、杭州市消防部门成立的

联合调查组出具的调查报告，消防部门

灭火救援符合规程；火灾扑救时间延

长，与案发小区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落实

不到位、应急处置能力不足及消防供水

设施运行不正常，致使供水管网压力无

法满足灭火需求有一定关联。

放火罪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

罪，是我国刑法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

罪中设定的首个罪名。放火行为一经

实施，就可能造成不特定多数的人员

伤亡或者使不特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难

以预料的重大损失。莫焕晶的放火行

为与犯罪后果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

系，依法应对全部后果承担刑事责任。

在本案中，小区物业在管理等方

面存在不足，不能成为减轻莫焕晶刑

事犯罪责任的理由。而消防救援目

的在于阻止、减弱火灾的后果，不能

以消防救援未达到理想预期为由减

轻被告人放火罪的刑事责任。

并未采取任何灭火措施
为何判处莫焕晶死刑？

杭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莫焕

晶沉迷赌博，明知放火行为的性质及

后果，却不顾朱小贞一家的生命安全，

选择凌晨时分在具有大量易燃家具和

内饰且相对密闭的城市高层住宅内放

火，其行为具有造成人身及财产严重

损害的高度危险性，危害整幢高层住

宅的公共安全并导致四人死亡和重大

财产损失，犯罪动机卑劣、犯罪后果极

其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这些都是

应当对莫焕晶严惩的因素。

在案证据还证明，莫焕晶在放火

前并未采取任何灭火或控制火势的

措施，放火后也未及时对被害人施以

援手。在案证据虽然证明其有报警

行为，但是报警时距放火已长约 15

分钟，且在其报警 6 分多钟前，朱小

贞及其他群众均已报警，故其报警并

无实际价值。

莫焕晶还提到，在火势蔓延时曾

用榔头敲击玻璃进行施救，但相应位

置玻璃无明显敲击痕迹，故莫焕晶及

其辩护人所提莫焕晶积极施救的辩

解及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莫焕晶

虽然没有逃离行为，但也没有实际作

为。也就是说，莫焕晶在放火后的行

为，没有一项真正成为能够对其从轻

或减轻处罚的依据。

莫焕晶归案后能坦白放火罪行，

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

可从轻处罚。但仅有该一项酌定从

宽量刑情节，远不足以抵消莫焕晶的

多项从严量刑情节。

综上，莫焕晶同时具有的从严、从

宽情节反向竞合时，从严情节占绝对

主导地位。因此，一审法院判处莫焕

晶死刑，具有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莫焕晶可以依法上诉，我国刑事

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的制度设计，也能

保障被告人获得公正的量刑。

据新华社电

杭州中院昨公开宣判“蓝色钱江”保姆放火案

被告莫焕晶一审被判死刑

杭州中院回应保姆放火案焦点问题

放火行为具有造成人身及财产严重损害的高度危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