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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省城奥斯卡评
选活动上周正式启动以来，
得到了省城车市各汽车集
团、品牌 4S 店的高度关注。
一周时间里，榜单上各大奖
项的投票角逐开始呈现白热
化态势。

省城车市奥斯卡自 2007
年举办以来，已经发展成为
省城车市最具影响力的行业
评选活动，得到了行业人
士、汽车消费者的高度关注
和信任。本年度奥斯卡奖项
在往年的年度最佳汽车集团
和 4S 店奖项基础上，增加了
省城车市年度风云人物、金
牌销售顾问、金牌服务之星
三个人物奖项以及年度最佳
策划营销案例活动奖项。自
上周大众网开通投票系统以
来，已经有上千名网友和读
者参与了本次活动的投票。

2010 年对于省城车市几
大汽贸集团来说，具有里程
碑意义。润华集团作为省内
车市的龙头企业，今年迎来
了二十周岁生日，并且继续蝉
联全国十佳汽车营销集团，在
山东省汽车工业五十周年功
勋企业评选活动中，润华集团
荣获十大功勋企业称号。银座
汽车在 7 月份迎来盛大的十
周年庆典，大友集团也在岁末
推出十年感恩的庆典活动。鸿
发集团则在本年度发布“车之
家，爱无限”企业广告语，开始
迈入更加辉煌的征程。几家
候选汽车集团的投票从一开
始就进入胶着状态。截至昨
天投票结果显示，润华集团
以微弱优势领先群雄。

“年度最值得信赖汽车
4S 店”榜单上，豪华进口汽
车品牌的蜂拥加入，是本年

度一大看点。在前期的申报
过程中，济南之星奔驰店、
大友宝马专营店、省城两家
奥迪专营店、山东富豪沃尔
沃、进口大众德辉、润华雷克
萨斯等豪华品牌均表示了浓
厚的兴趣。加上之前已经连续
参评的丰田、雪佛兰、通用、大
众等品牌店，本年度 4S 店奖
项的争夺也将格外激烈。

“年度风云人物”、“金
牌销售顾问”和“服务之
星”三大新设立奖项的候选
人物均是本年度车市佼佼者
和行业精英。以“年度风云
人物”候选者为例，年仅 28
岁的东岳斯柯达总经理李长
青，是上海大众斯柯达全国
经销商中最年轻的总经理，
今年来连续蝉联上海大众华
中区近百家经销商月度销量
冠军，刚刚过去的 11 月份，

更是实现了交车 256 辆，订
单 120 的历史性突破。山东
鸿发荣威总经理姚键，执掌
整个鸿发荣威团队，在短短
三年时间内，将鸿发荣威带
到了全国三甲行列，荣威这
个时尚潮流的年轻品牌，在
济南这个相对保守内敛的市
场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姚
键和他的团队功不可没。这
些候选者不但是品牌 4S 店的
佼佼者，也是我们济南车市
在全国行业中的佼佼者，他
们的职业经历，值得我们关
注，也值得全行业学习。

年度车市，谁主风流？
省城车市奥斯卡，等您来投
票。 （王士强）

大众网汽车频道投票网址：
http://auto . dzwww . com/zt/
qc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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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奥斯卡启动首周投票逾千张
省城车市年度最佳汽车集团品牌（前4 名）

润华集团 银座汽贸 大友汽贸 鸿发汽车
省城车市年度最值得信赖汽车 4S 店（前5 名）

东风日产大友专营店
大友广汽丰田4S 店
大友东风本田4S 店
大友宝马专营店
东风日产金大友专营店

省城车市年度风云人物（前3 名）
李长青 济南东岳顺驰斯柯达店总经理
孙德国 润华集团通用品牌总监
姚 键 鸿发上汽荣威店总经理

省城车市年度金牌销售顾问（前2 名）
宋茜茜 苏玉
省城车市年度金牌服务之星（前2 名）
潘亭亭 姜道海

省城车市年度最佳营销策划案例（前3 名）
东风日产 奇骏穿越沙漠之旅
吉利汽车 吉利企事业单位团购月
润华汽车 山东省第九届润华汽车文化艺术节

2010 年度省城车市奥斯卡榜单实时排名
（截至 12 月 2 日中午 12 时）

大众汽车新途锐载誉上市

11 月 26 日，大众汽车新途锐上市发
布活动在济南德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举行，标志着新途锐正式登陆济南市场。
作为大众汽车最具技术创新的车型之一，
新途锐搭载了多款具高燃油效率的动力系
统，并且配备了一系列全新的辅助功能和
安全系统，以现代科技又一次诠释了大众
汽车多功能豪华 SUV 的理念。继途锐车
型在中国豪华 SUV 市场取得成功后，新
途锐将再次赢得新的辉煌。 (庆义)

11 月 27 日，雨燕 2011 款在济南洪
楼广场举行了上市仪式，售价在 5 . 98-
9 .18 万元之间。 2011 款雨燕对外观和内
饰改进，进一步强化雨燕的时尚运动风
格，车身新增了前后运动包围和空气动力
学侧围裙边，并通过对空调出风口、门板
等多项升级，增加了内饰的运动气息。动
力方面采用 1 . 5L 排量 M15A 发动机和
1 . 3L 排量 G13B 发动机两种动力配置，
百公里最低油耗仅为 5L 。 (李诺伊)

2011 款雨燕再掀时尚运动风

三菱翼神限量版登陆济南富雷

11 月 27 日，济南富雷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举办了“翼周年 感恩有您”为主题
的大型新车上市新闻发布会，宣布三菱翼
神周年限量纪念版登陆济南。纪念版在致
尚版CVT 车型基础上进行增配，主要增
加了侧气囊、侧气帘，行李箱踏板、鸭舌
小尾翼和周年纪念标识，在性价比上一举
超越所有竞争车型，全济南仅限量发行
27 台。 (韩晗)

梅赛德斯奔驰A-class 驾临济南
11 月 30 日，梅赛德斯-奔驰A-Class

轿车亮相济南之星奔驰店，此次上市的奔
驰A-Class 推出A160 和 A180 两款车型，
其售价分别为人民币 23 . 8 万元和人民币
27 . 8 万元。作为最年轻的奔驰车，A 级轿
车将奔驰深厚的技术积淀与时尚活力完美
结合，为消费者呈现了一款融合了愉悦的
驾驶感受、超凡的日常实用性和同级车无
可比拟安全品质的城市座驾。 (庆义)

“越级轿跑”比亚迪L3 惊艳登场

有着国内首款“越级轿跑”之称的比亚
迪最重要战略车型 L3 ， 11 月 28 日在济南
菲源比亚迪 4S 店展厅内惊艳亮相，正式宣
布比亚迪 L3 登陆济南市场，售价 9 . 28 万-
11 . 88 万元。比亚迪 L3 最大亮点在于标配
CVT 手自一体无级变速箱，操控顺畅同时兼
顾省油，使驾乘者能尽情感受起步的推背感、
中高速的加速感，不负“轿跑”之名。 (若水)

众泰朗悦山东区域上市发布

11 月 28 日，众泰新车朗悦山东地区上
市发布会在济南银骏销售服务店隆重举行。
新车售价 6.98 万元起，搭载 1.6L 排量发动
机，最大功率 76kw ，峰值扭矩 145Nm/
4000rpm ，匹配 5 速手动变速器。与国内众
多同级两厢车相比，朗悦 4089mm 的长度与
1695mm 的高度有着绝对优势，而在车宽方
面，朗悦更是以 1871mm 的突破性尺度，刷
新了家用轿车的记录。 (刘生瑞)

莲花 F1 争霸赛

掀体验营销旋风

日前，莲花 汽车的 F1
争霸赛刮起的体验营销旋
风在中国车市锋芒十足，尤
为引人关注。“莲花汽车 F1
争霸赛”在全国 20 余个城
市轮番进行，通过集娱乐、
竞技、互动于一体的创新方
式，诠释了莲花品牌“高性
能、高品质”的理念，将莲花
L3 高性能家轿拥有的国际
顶级技术和国内顶级车手
的驾驶技术零距离地展示
在消费者面前，吸引了数千
名参加者，更有超万人到现
场观战，每一位活动参与者
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
受了汽车知识和莲花汽车
品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感
染。 (菲菲)

东风雪铁龙开源旗舰店

开业献“礼”

11 月 27 日，斥巨资升
级改造的东风雪铁龙济南
开源旗舰店举行了隆重的
开业典礼，开业之际更是推
出了特价购车方案，C5 、世
嘉、爱丽舍均在活动范围之
内，开业当日即成交现车
21 台，此次巨幅让利活动
将持续到 12 月 31 日，让
更多的东风雪铁龙“准车
主”得到真正的实惠。据
介绍，济南开源汽车贸易
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 1
月 25 日，是东风雪铁龙济
南第一家授权 4S 店，主营
东风雪铁龙 C5 、世嘉、爱丽
舍、C2 等车型，在济南广大
东风雪铁龙车主中享有较
高口碑。 (纪言)

首届西部十年汽车

后产业博览会开幕

12 月 1 -2 日 ，代 表 西
部汽车后市场最高专业水
准 的 博 览 会 ，西 部 大 开 发
( 十 周 年) 汽 车 后 产 业 成 果
博览会在成都盛大召开。从
实用又好看的各类汽车用
品和配件，到炫目专业的汽
车改装，再到千亿规模的中
国汽车后产业，博览会可谓
应有尽有。作为首个在成都
举行的汽车后市场专业博
览会，本次吸引了全国各地
的四十多家汽车后产业企
业 参 展 ，诸 如 中 国 瑞 立 集
团、浙江骆氏减震以及广州
永泰等国内大型企业集团
均派出强势阵容，对繁荣西
部汽车后市场都会起到积
极的促进作用。 (成商)

格车市动态格新车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