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太原市规划局副局长王凤玲的传说很多，对于她的经历一直是业内的谈资。

十多年来，王凤玲一直负责建管。内部人士认为，处在王凤玲的位置上，“想不腐败也

难”。上述“龙湖易居”老板携款潜逃后，纪检部门查到王凤玲涉嫌收受十万元人民币。当时

纪检人员约谈王凤玲时，王凤玲称，十万元已通过自己的司机退还。而当时王凤玲的司机死

亡，查无对证。据称，王凤玲还曾牵扯到太原市另一起土地划拨后更改性质的开发房地产

案。纪检部门查出王凤玲的亲属涉嫌其中，但王凤玲的这位亲属远赴加拿大了，此案也不了

了之。据内部人士介绍，王凤玲在太原市有数十套住房。其中一部分是王凤玲通过自身的权

力低价获得。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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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E 追加精英天窗版，直接降低了天窗车

型门槛

凯美瑞周年纪念版 G 系列全部车型追加

4.3′倒车影像系统

G 等级全线增配倒车影像

凯美瑞周年纪念版即将倾情上市

凯美瑞持续强化产品与服务，演绎中高级车市“常青树”神话

近日，记者获悉，广汽丰田为回馈

广大车主们的支持和厚爱，特以增配的

方式推出凯美瑞周年纪念版与 200E 精

英天窗版，并将于近期在全国经销店全

面上市。

追加 G 等级倒车影像与 200E 精英天窗版

据了解， 凯美瑞周年纪念版对 G

等级全部车型追加 4 .3′倒车影像，这

也是中高级车首次在主销车型上引入

此项配置。此外，200E 追加精英天窗版，

直接降低了天窗车型门槛。

在外观上，凯美瑞周年纪念版保持

了 2010 款凯美瑞的大气稳重；在动力方

面， 配备有 AZ� 2 .0L 或 2 .4L 直列四缸

16 气门双顶置凸轮 VVT-i 发动机。 另

外，凯美瑞周年纪念版前轮采用带 L 臂

麦弗逊独立悬挂，后轮采用双连杆独立

悬挂，带来良好的乘坐舒适性。

同时，凯美瑞周年纪念版的舒适豪

华配置一应俱全，拥有 8 向电动座椅、前

排座椅加热装置等领先同级别车型的高

端配置。 凯美瑞周年纪念版还配备有后

座侧窗装配遮阳帘、8 扬声器原声音场

音响等，更增加了舒适性和实用性。

凯美瑞在安全方面更堪称中高级

车的典范。 在被动安全方面采用丰田先

进的 GOA 车身 ， 以及前排二级式 双

SRS 空气囊，侧 SRS 空气囊及窗帘式气

囊， WIL 颈部损伤减轻概念座椅， ISO

标准儿童安全椅固定等装置。 主动安全

方面，装备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带 EBD

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BA 刹车辅助系

统，VSC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带 TRC 牵

引力控制等系统。

持续强化产品与服务

演绎中高级车市“常青树”神话

上市 5 年来，凯美瑞以满足客户需

求为立足点， 持续强化产品竞争力，在

服务上打造有口皆碑的“凯美瑞体验”，

为行业树立了产品 、价值双标杆，创造

了经久不衰的品牌价值。 回顾凯美瑞在

国内上市以来，每一次产品升级，都是

一次科技创新与持续改善的过程。

2006 年隆重上市的凯美瑞，凭借均

衡强大的产品性能 ， 一上市便一炮而

红，成为当年万众瞩目的中高级车型。

2008 年，09 款凯美瑞进一步升级了

产品力 ： 新增 VSC 车辆稳定性控制系

统、TRC 牵引力控制系统和泊车雷达三

项装备。 2009 年，新凯美瑞以“新技术 、

新配置、新外形 、新服务 、新价格”五大

革新再次带来消费价值的全面升级。

随后，2010 款凯美瑞的问世再度

为中高级车市带来三大突破 ， 首次将

G-Book 智能副驾这项领先的豪华车载

智能通讯系统在主销车型上普及。

凯美瑞对创新科技的追求不仅限

于 G-Book，2010 年 4 月 ，凯美瑞混合动

力在广汽丰田正式量产下线，一举开启

中高级轿车的“低碳时代”。

同时，服务“软实力”也是凯美瑞赢

得客户的重要因素。 凯美瑞自上市之初

就根据客户的需求确立了“Personal � &�

Premium(尊贵的、贴心的 )”的渠道理念，

成为国内中高级车市场的服务坐标。 随

后导入先进的 e-CRB 系统， 让顾客感

受到全面的智能化服务。

去年 6 月 19 日， 广汽丰田服务升

级，发布了全新的“心悦服务”品牌 ，提

出“专业 、便利 、安心 、尊贵 、信赖”五大

承诺，全面提升服务水平。

5 年来， 凯美瑞始终傲然保持中高

级车市的领军地位 ，目前全国累计销售

已突破 70 多万辆，可谓一直被追赶 ，从

未被撼动。 正是因为凯美瑞不断提升产

品价值 ，才能始终走在市场前端，造就

车坛“常青树”的神话。

■ 李文托

“中间人”行贿笔记牵出60余官员

太原市规划局发生贪腐窝案，房地产老板纷纷外出躲避调查

“规划局发生贪腐窝案”这一消息在山

西省太原市早已沸沸扬扬。有内部人士称，

规划局腐败案涉及多个房地产项目， 一些

太原房地产老板纷纷外出躲避调查。

4月16日，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证实，太

原市规划局数名官员目前正被立案调查。

涉及官员包括副局长王凤玲、 建管处处长

梅刚，原副局长靳晓慧(去年调任大同规划

局局长)以及前任规划局副局长李忱毅等。

【案发】行贿笔记涉及60多人

据介绍，这次规划局腐败“窝案”也与

房地产市场的违规乱象有关。

2006年12月， 山西易居房地产公司负

责人突然消失，该公司开发的“龙湖易居”

项目数百名购房者的预付房款被卷走，涉

案金额达6亿元。事件发生以后，山西省和

太原市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

之后，数名官员涉嫌腐败落马，其中包

括太原市规划局原副局长贾建志。2007年

10月， 贾建志因非法收受贿赂45000港元，

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去年年底， 省检察院根据线索控制了

一名为房地产商跑项目审批的“中间人”。

内部人士透露，这名“中间人”与太原市规

划局关系熟络， 房地产商通过他办理规划

审批，每单公开要价200万元。

4月15日， 山西省检察院有关人士证

实，他们是起获了这名“中间人”的一本行

贿送礼笔记，根据里面线索，开始调查太原

市规划局相关人员。据称，行贿记录涉及官

员60多名。

【调查】省检察长带队查窝案

行贿笔记本被发现后， 立即引起山西

省高层的重视，反腐调查随即开始。并由山

西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建明带队， 组成了上

百人的专案组队伍。春节一过，太原市规划

局副局长王凤玲等数名官员即被控制。今

年3月初，省检察院直接从大同市规划局将

局长靳晓慧带走。

与王凤玲、靳晓慧一同被带走调查的，

还有太原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李忱毅。 李于

2008年退休，此前是太原市规划局副书记、

常务副局长，主管规划审批。

据内部人士透露， 这次调查到王凤玲

等人与房地产商之间进行权钱交易， 随意

更改项目容积率和侵占绿地， 违反太原市

的总体规划和“红线”。一些房地产商通过

王凤玲等人更改房地产项目容积率， 原本

只许盖10层的住房，最终能盖到18层。据了

解，王凤玲等人涉案时间有数年。

26日20时40分左右，河南省平顶山

市石龙区赵岭村一煤矿工人集中居住

区内发生爆炸， 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17

人受伤。 事故现场抢险指挥部27日称，

这起爆炸事件与煤矿工人非法藏匿炸

药有直接关系。目前，警方已控制了包括

煤矿负责人在内的25名涉案人员。据了

解，这些工人是一家劳务公司为河南省

煤层气裕隆能源有限公司天顺煤业公

司派遣的劳务工。 ■据新华社

矿工藏匿炸药引爆炸8死17伤

事发平顶山一煤矿，警方已控制25名涉案人员

副局长曾经历两次风浪未倒

幕后

■漫画/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