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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吉利汽车成为
乘用车行业前十强中唯一的
正增长的自主品牌！广大客户
的认可证明品牌的力量，俗话
说，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选
车也同样是这样，最贵的不一
定最适合自己，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那款车，才能真正做到物
有所值，笔者就为大家推荐两
款吉利英伦旗下的车型，为您
的春日出行提供方便。

英伦金刚 锐者当先
从众多消费者的购车意

愿来看，车辆的实用性显得尤
为重要，英伦金刚2代不管是乘
坐空间或后厢空间，都能被最
大限度的运用，并且集灵敏性、

舒适性、1 . 5L静音节油王等多
项优点于一身，英伦金刚给初
入社会的都市男女交出完美答
卷。同时，最高让利13000元，更
有首年每月200元油补等更多
大礼相送，机会相当难得。

跨界SUV代步 就选金
鹰CROSS

没有人不想成为公众的
焦点，一款靓丽的外观，不但
能得到更高的回头率，自己
看着也赏心悦目金鹰CROSS
以跨界、混搭的汽车潮流设
计新理念，将SUV的粗犷豪
放与轿车的精巧柔和巧妙地
结合起来，在造型上更加突
出亲切、时尚、动感。尤其是

其超大空间、强劲动力的双
剑合璧，配以5 - 6 万元的售
价，意欲掀起一场CROSS革

命。春日登高所选山路，要想
行走自如、在山路上走得放
心，当然首选金鹰CROSS。

促销车型：金刚/ 金鹰
CROSS

促销活动：
★双零大礼：0首付、0月

供，轻松实现购车梦。
★钜惠大礼：购车均赠

首年每月200元油补，指定车
型更可享最高优惠13000元，
同时享受多重大礼。

★转介大礼：老客户转
介绍购车可免费获得基本保
养1次。

★春季畅享礼：3月8日—
5月18日，老客户尊享“畅享健
诊”、“养护品9 . 5折大优惠”、

“精品欢乐送，港澳尽情游”及
“油中有礼”四项大礼！

山东世中实业英伦汽车4S店
地址：济南市工业北路148号
销售热线：88674567
经十西路店：87292222
匡山GEELY汽车超市：
85609288
济阳GEELY汽车超市：
83143999
平阴GEELY汽车超市：
87883333
长清GEELY汽车超市：
87205199
商河GEELY汽车超市：
86655707
保险客服热线：87292206
二手车置换热线：18615171069
网址：www.stauto.net

0首付0月供 工薪首选英伦金刚
——— 金刚/金鹰CROSS最高让利13000元

自主品牌

“于无声处听惊雷”

开春雷声还未响起，自主
品牌“春雷”却已经擂动。
《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
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目录》)如同一声
惊天霹雳，瞬间就来到人世
间。“在这之前，我们没有接
到任何消息。”山东世通汽车
帝豪4S店总经理房立刚告诉记
者，一瞬间他们感觉幸福来得
太突然。在济南公务用车市场
上，对于标识“济南产”身份
的帝豪汽车而言，本身就占据
本土政府采购优势。“在品质
上帝豪与许多合资品牌不相上
下，但局限于品牌认知度，我
们却很少有机会走进政府采购
大门。”但伴随《目录》的传
出，济南帝豪经销商们觉得春
天已经不远了。另外，在山东
公务用车采购市场上，经过几
年精耕细作的江淮汽车，虽然
在自主品牌内表现尚佳，但也
仅仅占据极小一部分市场。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
机会，结合之前经验，我们今
后会更加主动做好公务用车市
场。”济南金万通江淮店总经
理徐国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自主品牌经销商应该积极
配合，让政策在当地落地生
根。

“我们更看重的是影响
力，而并非公务用车能提升多
少销量。”一位经销商告诉记
者 ， 若 能 被 政 府 采 购 “ 钦
点”，那么今后销量提升就指
日可待。当年奥迪在被冠上
“官车”帽子之后，其对私家

车购买的影响力让许多品牌望
尘莫及。正如业内人士分析，
如果公务用车全部选用自主品
牌，对自主品牌而言则是“春
天提前到来”。

政策释放积极信号

自主品牌春天来临

如今随着政策逐步浮出水
面，自主品牌似乎看到了更多
希望。但在政策尘埃落定之
前，谁都不敢断言自主品牌的
春天是否真正来临。就在2月
2 4 日，恰逢《目录》公示当
天，由政府采购信息报和江淮
汽车联合举办的“落实公务车
采购新标准，探讨自主品牌发
展新机遇”高峰会议在济南举
行。记者从济南市政府采购中
心一位姓赵的工作人员那里了

解到，“此次会议主题就是探
讨如何更好落实政策及扶植自
主品牌，而且今年公车采购我
们也会向自主品牌侧重。”但
就在济南市政府采购中心网站
之前公布的一份公告(《2012年
济南市市直单位公务用车政府
采购定点供货项目中标企业》)
显示，其中济南共有42家汽车
经销商入选。但在这份公告
中，除了4家特殊用车经销商
之外，自主品牌经销商仅有10
家，并且其中半数为商用车品
牌。

另外，对于《目录》的公
示，许多合资品牌经销商并未
过于紧张，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合资品牌经销商告诉记者：
“如今很少有合资品牌将宝压
在政府采购身上，更多地是走
市场运营路线。”据一组数据
表明，即便是“官车”奥迪，

去年其在华公车市场销量仅占
总销量的1 0 % - 1 5 % 。有业内
人士表示，公车采购是第一
步，自身品质提升赢得市场认
可才是自主品牌发展最终目
标。

公众呼声

尽快出台，全力执行

许多自主品牌经销商一边
盼着“春天”来临，一边又心
怀隐忧。“即使政策出台后，
地方政府能否执行到位？”一
位经销商告诉记者，他们还担
心最后出台的政策是否同“意
见稿”内容完全一致。“如果
最终出台政策中出现一个合资
品牌，对自主品牌而言都是打
击。”自《目录》公示后，无
论媒体还是公众对于事件关注

情绪都在不断升温。据某权威
机构民调显示，88 . 4%的人期
待公车用自主品牌政策能真正
落实，不仅仅是“雷声大雨点
小”；94 . 7%的人认为公车用
自主品牌关键在执行和监督，
政策一旦正式发布，就应对不
遵守的政府和官员严厉问责。
有附和之声就有反对之音。近
日，《目录》就引来远在千里
之外欧盟商会的反击之声，一
些人开始担忧公车政策是否会
“胎死腹中”。新浪网友“@
第三视点”在微博上发表评论
称“查阅了日本、印度、韩国
政府采购方式，发现人家都是
公开招标，但最终还是选择自
主品牌，因为不管自主品牌是
好 是 坏 ， 人 家 从 心 里 愿 意
买。”这也正如另一位网友所
言“政府乐意采购才是对自主
品牌最有力的支持。”

——— 公众热议“公车采购”呼吁政策尽快出台

3月9日，也就是今天，《2012年度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将最
后一天接受公众建议。这份“意见稿”自2月
24日发布以来，瞬间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在“意见稿”中，412款车型全部为自主品牌。
如果政策真的“瓜熟蒂落”，对于国内公务用车
而言将是一次全新改变，或许打破被奥迪及其
他合资品牌霸占的局面。这对于眼下处于水深
火热中的自主品牌而言，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但对于坐惯高档车的用车人而言，是否愿
意“移臀”到自主品牌车内，政策能否顺利出
台，出台之后又能否执行到位？一切都亟待时
间检验。

德国 尽可能采用本地车

在“奥迪”、“宝马”和“奔驰”的家乡
德国，虽然政府未明确要求把“国产车”
作为公务车的选购类型，但国内明文规
定不准购买欧盟以外生产的车辆。多年
以来，德国总统、总理和高级官员的座
驾大多是“奔驰”S级轿车，此外还有不
少奥迪A8、大众辉腾和宝马7系的防弹
轿车。

德国《商报》2月28日报道称，“德国
也规定当局尽量使用国产车，或至少采
用本地区产品。所以巴伐利亚州的警察
也乐于驾驶奥迪或宝马，要是德国女总
理偶尔不乘德国车出行，估计人们会有
很大不满。”据悉，德国各州的官员和政

客在选择座驾时还会偏向本地品牌。

韩国 大多乘坐“现代”车

韩国官员清一色用国产公务车。据
统计，韩国副部级官员大部分乘坐1 . 6L
的现代Avante车型。韩国公务车的“国产
化”并未硬性规定，但各地方政府普遍都
遵守这条不成文的规定。

韩国从经济起飞初期起就不用进口
车作公务车，主要是节约外汇，同时也为
培育民族汽车业，现代汽车就是在那时
崛起的。首尔市政府的一位退休官员说：

“1974年韩国现代公司推出全国首款投
入量产的国产品牌‘小马’轿车。随后的
几年，首尔各政府部门陆续采购‘小马’。
其他地方政府也效仿首尔的做法。”

日本 国产品牌竞争激烈

日本将政府用车的范围划定在国内
车企，天皇、首相和大臣的“座驾”都是丰
田、日产提供的不予出售的“总统”车。

目前，日本天皇夫妇的座驾是特殊
定制的丰田“世纪”御用版，价值50万美
元。据悉，1970年以前，日本皇室还曾用
过凯迪拉克、奔驰和劳斯莱斯等国外品
牌，但是自1967年使用了日产车作为御
用车型后，就不再购进洋品牌的座驾了。

目前日本首相的座驾是丰田公司的
高档轿车品牌雷克萨斯LS 600h L和丰
田“世纪”轿车，而他的安保车队则大多
由丰田Celsiors组成。据悉，日本皇室政
府机关及警察巡逻车全都是丰田车。

多国都选“本国造”

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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