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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态 度 决 定 我 们 的 未 来

今日烟台

AUTO C25-28汽车周刊

2013年度影响胶东汽车界总评选活动入围名单

经销商名称 经营品牌 经销商名称 经营品牌 经销商名称 经营品牌

烟台大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 烟台中达翔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烟台富嘉经贸有限公司瑞轩Jeep4S店 克莱斯勒

烟台大成华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荣威 MG 烟台交运集团轿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比亚迪 烟台富嘉经贸有限公司富嘉Jeep4S店 克莱斯勒

烟台市大成鸿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斯柯达 烟台陆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比亚迪 烟台海之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福特

烟台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奇瑞 烟台华瑞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华晨中华 烟台裕顺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长安马自达

烟台大成金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汽马自达 烟台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铃汽车 江铃福特 烟台君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城

烟台达盛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风神 烟台鸿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汽威旺 烟台长荣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城

烟台市振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传祺 烟台润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汽车 烟台安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城 海马

烟台金阳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纳智捷 烟台德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进口大众 烟台大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风行

烟台太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比亚迪 进口三菱 烟台金岭上海大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烟台万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风行

烟台永发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吉普 力帆微面 烟台华鑫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烟台吉利车行有限公司 东风小康

烟台润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路虎 捷豹 烟台辰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烟台富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沃尔沃

烟台荣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 烟台吉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烟台龙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进口双龙

烟台荣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丰田 烟台荣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 烟台大兴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进口起亚

烟台诚隆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华泰圣达菲 烟台中升盛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 烟台中冀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斯巴鲁

烟台鸿远汽车交易广场有限公司 长安铃木 长安轿车 烟台东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 一汽大众 烟台骏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雷诺

烟台鹏翔华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中华 烟台中升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 烟台市嘉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欧宝

烟台之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奔驰 烟台长久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 烟台博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

烟台宾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淮 烟台市隆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利全球鹰 烟台金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

烟台华宇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江淮瑞风 和悦 烟台航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菲亚特 依维柯 烟台金泰莱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

烟台日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 烟台世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日产 烟台富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帝豪 英伦

烟台泰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 烟台光大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一汽佳宝 烟台市宁安汽车经营有限公司 众泰

烟台天航统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日产 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芝罘汽车销售分公司 一汽奔腾 奇瑞 烟台华洋大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别克

烟台天航启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启辰 烟台永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 烟台西上海申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别克

烟台天航新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昌河汽车 昌河铃木 烟台尚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进口现代 烟台锦绣世泰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雷克萨斯

烟台润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南三菱 烟台中升汇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奥迪 烟台迅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江淮轻卡

烟台华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雪佛兰 烟台百得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奥迪 烟台恒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商务奔驰
烟台中升华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雪佛兰 烟台通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莲花 烟台陆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标致
烟台君通美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雪佛兰 烟台隆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利英伦 烟台威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标致

烟台恒辉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宝骏 烟台华龙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华泰 烟台君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雪铁龙

烟台恒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五菱 烟台陆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陆风 烟台市黄海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雪铁龙

烟台市超越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本田

读者投票表格如下：
姓名： 联系电话： 地址：
评选选项请于以上所列入围名单中选取

车型奖项： 评选车型（最多可选三项） 团队奖项： 评选团队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轿车车型（进口.豪华品牌） 2013年度影响胶东车界最佳营销团队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轿车车型（合资品牌） 2013年度影响胶东车界最佳服务团队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轿车车型（自主品牌）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SUV车型（进口.豪华品牌） 品牌奖项： 评选品牌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SUV车型（合资品牌） 2013年度影响胶东车界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SUV车型（自主品牌）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MPV车型（进口.豪华品牌） 经销商奖项： 评选经销商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MPV车型（合资品牌） 2013年度影响胶东最受百姓信赖的汽车经销商
2013年度最受消费者欢迎-MPV车型（自主品牌）

22001133年年度度影影响响胶胶东东汽汽车车界界总总评评选选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轿车车型(进口.豪华品牌)

克莱斯勒300C 奥迪A4L 奥迪A6L 宝马3系 宝马5系 宝马7系 奔驰C级
奔驰CLS 奔驰E级 奔驰R级 奔驰S级 奔驰SLK Smart 甲壳虫 尚酷
高尔夫 CC 迈腾 捷豹XK 捷豹XJ 捷豹XF 欧宝雅特 英速亚 斯巴
鲁力狮 翼豹 进口现代雅尊 雅科仕 劳恩斯 凯迪拉克XTS ATS CTS
CTS-V CTS-V CTS COUPE 沃尔沃S60 V40 C30 V60 C70 S60L 马自达6
ATENZA 雷诺 风朗 纬度 梅甘娜 拉古那 塔里斯曼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轿车车型(合资品牌)

爱唯欧 景程 科鲁兹 科鲁兹掀背 迈锐宝 赛欧 标致308 标致408

标致508 标致307 阳光 骊威 轩逸 骐达 天籁 POLO 朗逸
帕萨特 桑塔纳 新捷达 高尔夫 速腾 迈腾 新宝来 新CC 雅阁
思迪 飞度 凌派 锋范 思域 思铂睿 凯美瑞 卡罗拉 花冠 锐志
威驰 朗动 索纳塔八 名图 伊兰特 纳智捷5 Sedan 爱丽舍 世嘉
雪铁龙C4L 雪铁龙C5 雪铁龙C2 起亚K2 起亚K3 起亚K5 福瑞迪
凯越 君威 英朗 君越 蒙迪欧 嘉年华 福克斯 明锐 昕锐 昊锐
晶锐 速派 奇瑞QQ 新风云2 艾瑞泽7 奇瑞E3 奇瑞E5 奇瑞A3

菲翔 派力奥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轿车车型(自主品牌)

启辰D50 启辰R50 传祺GA3 传祺GA5 众泰Z300 宝骏630 乐驰
同悦 和悦 宾悦 莲花L3 莲花L5 长城C30 长城C50 长城M4

长城M2 海马M3 丘比特 景逸LV 速锐 比亚迪F0 比亚迪F3

比亚迪L3 帝豪EC7 帝豪EC-RV 帝豪EC8 金刚 英伦SC3 英伦SC6

东风风神A60 东风风神S30 H30 Cross 荣威350 荣威550 荣威750

荣威950 MG3 MG5 MG6 北京汽车E系列 绅宝 中华H530 中华H230

中华H330 中华H220 蓝瑟 风迪思 翼神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SUV车型(进口.豪华品牌)

J e e p指南者 牧马人 大切诺基 道奇酷威 奥迪Q3 奥迪Q5

奥迪Q7 宝马X1 宝马X5 宝马X6 宝马X3 奔驰G级 奔驰M级
奔驰GL 奔驰GLK 途锐 路虎揽胜 神行者 揽胜极光 揽胜运
动版 路虎卫士 安德拉 傲虎 驰鹏 森林人 全新胜达 格锐
维拉克斯 昂科雷 马自达CX-9 科雷傲 凯迪拉克SRX 凯雷德
沃尔沃XC60 沃尔沃XC90 帕杰罗 欧蓝德 劲炫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SUV车型(合资品牌)

科帕奇 楼兰 奇骏 逍客 标致3008 途观 东风本田CRV 北京现
代ix35 全新胜达 雪铁龙C4 雪铁龙AIRCROSS 智跑 狮跑 昂科拉
翼搏 翼虎 长安CS35 野帝 瑞虎 汉兰达 丰田RAV4 普拉多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SUV车型(自主品牌)

启辰R50X 传祺GS5 众泰T200 瑞风S5 瑞鹰 海马S7 比亚迪S6

英伦SX7 金鹰 荣威W5 景逸X5 景逸 景逸SUV 中华V5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MPV车型(进口.豪华品
牌)

辉翼 夏朗 迈特威 赛飞利 麦瑞纳 克莱斯勒大捷龙 马自达5

马自达8 雷诺风景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MPV车型(合资品牌)

逸致途安 奥德赛 捷德 艾力绅 纳智捷大7MPV MASTER CEO

萨拉-毕加索 C4毕加索 新佳乐 起亚VQ

2013年度入围最受消费者欢迎-MPV车型(自主品牌)

瑞风 和悦RS 五菱宏光 五菱之光 五菱荣光 普力马 菱智M3

菱智M5 力帆兴顺 力帆丰顺 菱智V3 菱智V5 威旺M20

投票通道：

广大读者朋友可通过邮寄、电子邮箱、电话等方式对自己喜爱的汽车品牌、4S店以及优秀的汽车服务团队投上宝贵的一票。

邮寄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509汽车工作室

邮箱投票：635227924@qq.com 电话：0535-6791393

投票有奖：为回馈广大读者朋友，凡参与“2013年度影响胶东汽车界总评选”的读者均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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