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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泰通于 12 . 4-5 日
举行标致全系车型的盛大特
卖会，最高直降 2 万元，优
惠空前；这是年前购车最合
适的时机了，赶在国家购置
税减免政策以及 3000 元节
能减排政策取消之前，及时
购入自己喜欢的车型，既享
受了经销商团购的优惠价格
又享受了国家政策的优惠，
真正做到了即买即省，一举
两得。

标致 307 作为十万元级

别中最安全、最舒服、最超
值的一款欧系家庭轿车，树
立十万元家轿的新标杆，
307 口口相传的卓越的安全
性能，优秀的运动操控性
能，超低的使用成本以及任
何车辆无可比拟的舒适驾乘
感受，都令竞争对手难以望
其项背。

山东泰通还与中国电信
强强联合，想客户之所想，
倾情打造泉城首款也是唯一
一款“用车终身不花钱的家

庭轿车”，真正解决客户买
车用车的后顾之忧。买车时
省钱，用车时更省钱，山东
泰通将为您提供真正的用车
无忧的贵宾级服务。

山东泰通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
0531-83152888 86308666
地址：二环西路68 号
段店展示厅：
0531-83151111

地址：经十西路 66 号
章丘华腾汽贸：
0531-83269611

地址：章丘汽车交易市场
济北汽贸城：
0531-81171318

地址：济阳县济北汽贸城
24 销售救援热线：
0531-86308119

东风标致307 吹响年终冲刺号角
标致200 年震撼版直降2 万元

在快节奏的都市中，我
们学会了利用工具做翅膀助
力，让自己的事业飞翔。大
学毕业两年，我干活依旧不
怕苦不怕累，但是慢慢的我
更想拥有自己的事业，而且
我有了一点点的资本，这些
可以让我做一个批发商、一
个小老板。

2009 年年底，我出于工
作需要打算买辆车，逐渐增
加的批发量决定了我必须买
一辆空间大的车，但手里仅
有的几万块钱，让我只能考
虑买辆微客。那时我真的不
太懂车，买车的时候我也选
了好多车子做比较，经过另
外几个商户的介绍，最后我

还是选择了佳宝，从此我也
成为了有车的小老板。

说实话，我的车子虽然
没有奔驰宝马风光，没有甲
壳虫时尚，但正是有了它，
让我的事业更加得心应手，
不用再提着大包小袋追赶公
交车，也不必在车站等车时
饱受别人的白眼。我做的是
批发纺织品、床上用品生
意，每次来货我都要去火车
站接货，然后再按订单发给
各个经销商。自打我有了
车，派发货物的时间也大大
缩短了，经销商们都非常高
兴，看来这个时代在商机面
前要及时行动才能行得通。

买车是个固定投资，省

去了每次租车的费用，而且
佳宝很省油，保养维修都便
宜，这也为我无形中省下了
很多钱。随着滚雪球般的积
累，我的生意越做越大，更
多的经销商来我这里订货，
我的生活也开始不用再那么
奔波劳苦，逐渐地稳定了下
来。

现在我坐在明亮整洁的
大办公室里，展厅里有各种
家纺、床上用品的展品，经
销商不定期来店里挑选订
货，我的员工去打理事务。
从所谓的小老板到事业有成
的创业者，我的路还将继
续，佳宝将继续陪伴我。

(家明)

比亚迪L3 自上市以来，就以价格与
配置上的完美结合，受到了大众的热捧。
据了解，L3 配备了比亚迪自主研发的
1 . 8L BYD483QA 发动机，采取直列四
缸，16 气门的形式。6000 转时达到最大
输出功率 90 千瓦，3700 转到 4200 转左
右达到最大扭矩 160 牛米，最高车速可
达到每小时 175 公里，动力充沛，驾驶舒

适。另外，L3 最大亮点在于标配CVT 手
自一体无级变速箱，相对于传统变速器
其最大优点便是操控顺畅同时兼顾省
油。“CVT 无级变速器+运动模式”与比
亚迪自主研发的 1 . 8L 发动机相配合，
实现了零时差加速、零动力损耗、零换
档冲击，使得 L3 的轿跑特点进一步凸
显。同时最佳的换挡方式，也带来了舒适

顺畅的驾驶乐趣和燃油经济性。当挂上
“运动模式”也就是“S”挡，澎湃的动力
源源不断，高转速换挡，但仍不失平
顺，动力与舒适兼顾，可谓一大亮点。
这种配置在同级车中可谓凤毛麟角，一
下将L3 与竞争对手的档次拉开，再加上
10 万元左右的售价，无疑会给同级别其
它车型不少压力。 (丹丹)

比亚迪 L3 开启CVT 标配新纪元

佳宝提速我的创业

前言：“一汽佳宝致富群英传”征文活动开

展以来，得到全国佳宝用户的热烈反馈，投稿络

绎不绝。相信这些来信不仅会让外界进一步了解

这个群体，也能给那些想致富的人以借鉴意义。

拥有一辆车，就是定义
一种品质生活；选择一家店，
便是选择爱车一生所托。

在济南，有这样一家广
汽本田店，它不是开业时间
最早的，却是软硬件设施最
好的；它不是距市中心最近
的，却自有一份休闲情调，让
每一次保养变成一次愉悦的
“心灵之旅”；它不是知名度
最高的，却在三年苦练内功
的磨砺中，沉淀出一种以客
为尊的企业品格……它就是
广汽本田鸿发森江 4S 店，一
家传承了鸿发汽车真诚服务
的“家族基因”，值得用心去
品味和发现的广汽本田旗舰
店。

成立于 2008 年 1 月的
鸿发森江店，是广汽本田正
式授权的、济南市最大的广

汽本田 4S 店。依托鸿发汽车
雄厚的实力和广汽本田卓越
的品牌形象，俨然已成为省
城车市最具成长力的“明星
4S 店”之一。

自英雄山路与二环南路
交界口南行约 5 分钟的车
程，公路西侧气势恢宏的广
汽本田鸿发森江 4S 店便映
入眼帘。步入经典的挑高大
堂，迎接你的是销售顾问热
情的笑脸和真诚的问候；展
厅中央，流光溢彩的广本全
系车型排成一个优雅的弧
度，接受你的全方位“检阅”；
四面通透的玻璃幕墙畔，生
机勃勃的绿色植物和精致茶
座巧妙地组合出客户洽谈
区，客人们在氤氲的茶香之
间 ，与 销 售 顾 问 畅 谈 爱
车……移步至展厅后方的客

户休息室，又是一个温馨的
天地，前来养护爱车的广本
车主们在此享受到令人羡慕
的“待遇”，他们有的在宽大
的按摩椅上放松疲惫的身
心，或者三三两两的切磋棋
艺，谈笑风生中享受“浮生半
日闲”的惬意；有的手捧一杯
热茶，饶有兴致地透过玻璃
窗“欣赏”爱车的养护过程。
据介绍，鸿发森江的售后车
间拥有全市同品牌最多的维
修工位和最大的售后接待能
力，日进厂量可达 150 台次，
基本可以随到随修，最大程
度避免了客户排队等待之
苦。

在严格执行厂家各项流
程规范之余，鸿发森江始终
致力于在销售售后的各个环
节用心营造“家”的氛围，让

客户一朝在此购车，便可享
受陪伴车辆终生的贴心关
怀——— 从展厅里匠心独具的
饮品手推车，到客休区里的
保养进度电子提示牌；从春
天里的一次绿色采摘，到冬
日里全方位的爱车检测……
也正因如此，鸿发森江在
2009 年全国 4S 店客户满意
度评比中连创佳绩，售后服
务获得广汽本田维修保养质
量评估检查全国第一的优异
成绩。

山东鸿发森江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103 省道鸿发汽
车城(领秀城南3000米路西)
销售热线：
0531-82777776 82777778
24 小时售后服务热线：
0531-82777775

格活动看板

歌诗图“琴景交融”试驾品鉴会

活动时间： 12 月 4 日(本周六)
地点：鸿发森江展厅
惊喜礼遇：订购歌诗图获赠免费
钢琴课时；订购雅阁等其他车型
享受优惠，同时可以参与幸运大
抽奖(仅限活动当天)
贵宾预约专线： 82777776▲全市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广本旗舰店 ▲独具温馨休闲情调的客户休息区一隅

鸿发森泉雪佛兰在推出
99900 纪念版科鲁兹持续热
销后，又推出了 122900 限
量增配版科鲁兹，近日笔者
从鸿发森泉获悉，增加十项
配置而销售价格保持122900
元不变的限量版科鲁兹因其
超高的性价比而再次热销。

增配不加价，限量增

配版科鲁兹持续热销

据悉，增配限量版为鸿
发森泉在济南独家推出的克
鲁 兹 车 型 ， 在 原 有
1 . 6SLAT 车型基础上增加
嵌入式 GPS 导航仪、铝合
金轮毂、科鲁兹原厂脚垫、
科鲁兹 原厂后备箱 垫、
GpsOne 防盗定位系统、斯
坦福防爆太阳膜(进口)、珍
藏版座套、发动机下护板等
配置，另外赠送保养一次和

雪佛兰经典幸福熊一对。最
终仍仅售 122900 元，绝对
是超值首选。据悉，目前限
量版车型的库存仅剩 10 余
台。关注科鲁兹的消费者可
进店或咨询 8 2 7 8 7 0 0 0 /
82072977 了解详情，不要错
过年底购买良机。

科鲁兹1.6T 携手 2011

款车型销售同样火爆

在增配版科鲁兹销售势
头强劲的同时，同期上市的
1 .6T 科鲁兹和 2011 款科鲁
兹车源紧张的情况逐渐得到
缓解，前期订单开始逐步得
到满足，部分车型已经可以
现车供应。

山东鸿发森泉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十六里河 4S 店：
望岳路 3777 号(英雄山路延

长线) 0531-82787000
省体育中心店：
经十路 124 号省体育中心西
侧 0531-82072977
商河鸿发森泉：
0531-84803001
济阳鸿发森泉：
0531-81171771
章丘鸿发森泉：
0531-81295555
车友会热线：
400-600-9797
售后服务热线：
0531-82787077
24 小时紧急服务：
0531-82787272
http：//www.hongfaqiche . com

122900 限量增配科鲁兹
鸿发森泉持续热销

格车界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