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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年初国家利好政策
的集体退市，2011年的车市
注定不像前两年井喷般发
展。中国工业协会信息显
示，2011年11月，国内乘用
车同比增幅仅为0 . 29%。前
11个月销量同比增长仅为
5 . 26%。中国汽车行业进入
了新世纪以来的首个个位数
增长期。全球第一大汽车市
场经历了黄金十年之后，似
乎要进入一种稳健发展状态
中。

作为全国汽车版图上最
为重要的市场，山东省历来
是主流厂家的必争之地。自
2009年替代广东成为全国销

量冠军以来，山东已经两度
蝉联。2010年，山东省乘用
车上牌量达到998849辆，今
年销量突破百万已经是板上
钉钉。

如果把“百万”山东比
作一个金字塔的话，那么济
南车市无疑是塔尖的璀璨明
珠。有着齐鲁车市风向标的
的省城济南，无论在销量还
是影响力方面，都冠绝齐
鲁。由本报举办的第五届济
南车市奥斯卡评选活动，将
以年度汽车集团、年度汽车
4S店、年度职业经理人、
年度金牌销售顾问、年度金
牌服务之星、年度营销案

例、年度车型等形式，对省
城 车市一 百 余 家 汽 车 4 S
店、数万行业从业人员进行
全面梳理遴选。我们将用最
专业、最权威、最公正的报
道，评选模范、褒扬先进，
激励整个行业更健康更快速
地发展。

省城车市奥斯卡评选活
动自2007年首次举办以来，
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经过
前四届的成功运作，如今已
经发展成为山东省内规模最
大、权威度最高的汽车行业
评选活动。本年度奥斯卡评
选活动在前四届的基础上，
增加了“年度新锐4S店”

奖项，评选活动自2011年12
月16日启动，经过读者投
票、行业专家评审之后，将
于2012年1月中旬公布各大
奖项结果。

评选活动即日起接受广
大读者投票，您可以通过网
络投票和书面投票参与本次
活动。组委会将在参与投票

的读者中抽选幸运读者，奉
送精美奖品。

来信地址：山东省济南
市经十路16122号山东报业
大厦604室 齐鲁晚报汽车
编辑室

网络投票：
http：//zt.qlwb.com.cn/

tppx/2011yysd/ (本记)

对于新车市场来说，有
部分人认为年底经销商冲
量，会是购车最佳时机，也
有人认为“金九银十”促销
优惠大，是购车最佳时机。
而二手车市场，究竟何时出
手才是最佳时机呢？近日笔
者走访了大友二手车零售
店，零售店杨经理认为，
“岁末”才是购买二手车的
最佳时机。

车源多、选择面广、价
格实惠，“年关”正是二手

车市场鼎盛时期，很多车主
会打算在年底前更换自己爱
车，年底新车火爆的销售势
态使二手车源也比较丰富，
可选择性较大，这对于消费
者来说是个很好的机会。由
于车源多，消费者的选择较
多，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
不同购车需求。

车价时下优惠大，为了
抓住“年关”这个销售旺
季，与新车一样，大友二手
车零售店在价格促销上也加

大优惠力度，更实惠的价
格，为您岁末购车多了一份
选择！

另外，大友二手车零售
店目前正在进行“年底购车
有礼油”活动，即日起到年
底来店购二手车即有机会获
得加油卡，花生油、新年大
礼包等好礼！指定车型送价
值3000元的日产原厂定制自
行车一辆！机会不容错过，
先到先得！
二手车置换/销售热线：
0531-87922222
(更多车源欢迎来电来店咨询)
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318号

年底选购二手车正当时
——— 大友二手车，您不二的选择

序号 车型 排量 颜色 行驶里程(公里） 登记日期 原价 现价

1 宝马745Li 4 . 4L 黑 111270 2002 . 10 . 15 378,800 352,800

2 沃尔沃S80L 2 . 5L 黑 82432 2009 . 05 . 19 306,800 288,800

3 奥迪A6 1 . 8L 黑 140000 2002 . 08 . 15 103,800 97,800

4 天籁 2 . 3L 黑 95086 2007 . 03 . 29 115,800 111,800

5 天籁 2 . 0L 黑 44999 2010 . 06 . 23 165,800 160,000

6 天籁 2 . 3L 黑 160000 2005 . 09 . 06 98,800 94,800

7 君威 2 . 0L 黑 89707 2006 . 9 . 11 76,800 72,800

8 君威 2 . 0L 黑 162991 2004 . 11 . 04 58,800 53,800

9 君越 2 . 4L 黑 93458 2008 . 12 . 19 145,800 139,800

10 桑塔纳 1 . 8L 黑 99000 2004 . 01 . 13 39,800 34,800

11 捷达 1 . 6L 黑 109517 2004 . 09 . 22 46,800 41,800

12 海福星 1 . 6L 白 96000 2008 . 08 . 22 49,800 46,800

13 普桑 1 . 8L 蓝 200000 1996 . 11 . 05 13,800 9,800

影响山东·第五届车市奥斯卡评选启动

2011年12月10日-2012
年1月31日来大友东风本田
购买CR-V即享升级增配(导
航或原厂礼品套装)，更有炫
速红贺岁版全新登场，限量
打造，精彩不断！活动期间，
购东风HONDA全系车型更
有机会赢取西双版纳傣族风
情之旅，更有丰富的店头活
动期待您的光临。

无限生活 即刻启程
点滴见澎湃，细节见精

致。畅享精品美好生活从大友
开始，CIVIC(思域)、CR-V、
思铂睿三款车型均有现车供
应。1 2月 1日起，在大友购
CIVIC(思域)、CR-V、思铂睿
即有机会获赠IPAD，享西双

版纳傣族风情游；为精品生活
再添“无限”精彩。二手车以旧
换新，信用卡分期购车更有超
值礼遇，欢迎莅临，尽情畅享！

精致生活CIVIC共享
第九代CIVIC(思域)凝

聚历代精华及Honda全球领先
科技，传承“先进、低油耗、安
全”三大核心优势基因，在设
计、技术、性能等诸多方面都
代表了全球中级车最新的趋
势。它作为Honda的主力车型，
备受全世界 爱 戴 。第 九 代
CIVIC在外形、燃油经济性、
安全性、静音性、操控性以及
装备水平等各方面都实现了
大幅超越，实现了2万元的价
值增量。新车售价比原同级别

车型平均下调1万元，产品综
合性价比及竞争力更加突出。

再越巅峰V动我心
东风本田CR-V凭借区

别于传统SUV粗狂与豪放设
计，采用轿车版流畅的设计理

念和轿车般
的 舒 适 内
饰，给人留
下 深 刻 印
象，自上市
以来，一直
受到消费的
追捧，也一
直 占 据 着
SUV销量冠
军的头衔。

“销量第一、
安全第一、节油第一、质量第
一、魅力第一、环保第一、保值
第一”七个NO.1的光辉成绩，
证明了CR-V激流勇进的非
凡实力。全新CRV的前脸设
计焕然一新，新镀铬格栅展

现新CR-V刚毅气质，全新四
灯式晶钻前大灯引领汽车造
型时尚前沿。东风本田大友
店现车供应，与您共享荣耀。

豪华优雅 激发每一滴
燃油的澎湃动力

思铂睿在中高端轿车公
商务风依然盛行的大势下，
以极具前瞻性的市场眼光为
30岁-45岁精英群体创领“高
端运动型轿车”细分市场。这
个细分群体年轻、富有活力，
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热爱生
活、独具品味，对那些配置先
进、动力强劲、富有操控乐趣
而不过分张扬的运动型高端
轿车极为偏好。历经一年多
的酝酿、发酵，中高级轿车市

场的运动风潮蔚然成势，而
作为这一细分市场的开创者、
引领者，思铂睿也成为高端运
动型轿车的标杆车型，赢得业
界及顾客的一致嘉许。
东风本田大友店
销售热线：0531-87566666
公司地址：经十西路318号
东风本田(济南)城市展厅
销售热线：0531-68825678
公司地址：山东省体育中心西北侧
东风本本瑞益店
销售热线：0531-88960333
地址：工业南路60-3号
东风本田济南新鸿基店
销售热线：0531-55596888
地址：济南市匡山汽车大世
界南区中段

好运“盈”新春 都市新生活到“大友”提速
——— 暨大友11周年庆“购车惠”风暴

12月13日，风神S30/H30
CROSS/H30 2012款通过网
络低碳上市。借助12月10日东
风自主品牌年度第100万辆汽
车——— 东风风神旗舰车型
A60下线的东风，风神S30/
H30 CROSS/H30 2012款正
以“好型、好大、好劲、好省、好
值”的产品魅力，成为完美家
庭的新成员。风神2012款是东
风大自主战略下精益求精打
造出的系列精品，体现了东风
风神做大做强东风乘用车事
业的信心和决心。

风神S30/H30 2012款售
价6 . 98万元起，较2011款优惠
6000元，加上升级改进项目中
4500元的价值提升，2012款车
型提升价值达10500元。S30/
H30 2012款分别有五款车型，
H30 CROSS 2012款有三款
车型。网络上市后，2012款车
型将于本周末运抵风神各专
营店，接受消费者品鉴。

日前，全球权威性第三方
评测机构J.D. Power亚太公司对
外公布了2011年中国汽车性能、
运行和设计调研报告(APEAL
魅力指数)。风神S30及东风风神
品牌以829分夺得中型车细分
市场自主品牌第二名，超过多
款合资和自主品牌车型。在多
家品牌得分较上年下降的情况
下，东风风神得分上升47分，远
超40多个合资品牌，在自主品
牌中上升速度第一。

风神S30/H30 2012款
定价69800元起，经过外观、
内饰、功能、安全和配置五大
升级26项改进，品质完全媲
美合资品牌车型，价格亲民
到位，性价比超值。其中S30
进行了包括轮毂、中央扶手
等在内的26项改进，H30进行
了包括高级可视倒车影像在
内的25项改进，H30 CROSS
进行了包括后排三点式安全
带等在内的18项改进。总体

来看，品质更高、价格更亲民
所带来的全新超值的高性价
比，成就了消费者超值之选。

自2011年4月上市以来，
H30 CROSS以优异的产品力，
供不应求，占据细分市场第一。
为了满足城市自由时尚族群用
车需求，东风风神推出H30
CROSS 2012款尊尚版，售价
75800元。凭借优异的性价比，
2012款H30 CORSS市场表现有
望更上一层楼。凭借风神上市
两年多积累的7万多份信赖和
口碑，东风风神全国各专营店
对风神S30/H30 CROSS/H30/
2012款期待已久。随着新车全
面上市到店，消费者下周有望
提车。东风风神将进入快速
发展通道。将于明年3月上市
的风神旗舰车型A60将与风
神2012款车型共同征战竞争
剧烈的汽车市场，丰富和提
升消费者的品质生活。

(田华)

因售后服务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售后
服务增值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车企的销售筹码。
一汽吉林汽车有限公司佳宝V70专属的3年10万公
里保修政策，以“一辆等于一辆半”的保修政
策，率先开创了微车销售的新模式。

据了解，一汽吉林为佳宝V70量身定制3年
10万公里保修政策，不仅保修时限长，而且保
修范围覆盖全车95%的零部件，甚至包含某些
其他厂家保修范围外的零件，对于保修政策参
差不齐的易损件来说，佳宝V70的易损件保修周
期普遍延长三至五倍，同比其他2年6万公里保修
政策的车型，能够有效延长车辆使用寿命25%。
同时，在保修期内同一零件可享多次免费维修更
换，累计超过万元的售后服务增值，令客户购买
一辆佳宝V70等于购买一辆半同级别微车。

此外，一汽吉林还承诺，如果因发动机关键
部件问题影响正常使用，一汽吉林将做到“只
换不修”，为客户更换车辆。这不仅彰显了一
汽吉林对佳宝V70品质的满满自信，也在借售后
服务增值助推销售的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更
多的保障。 (张晋芳)

备受业界及市场关注的东风御
风，日前顺利完成了严酷的高温、
高原及多种路况的测试。

据东风汽车内部人士介绍：作
为进军欧系轻客的重磅级产品，东
风御风的极端测试得到了东风汽车
的高度重视。通过在格尔木高原、
黑河地区以及新疆吐鲁番，对御风
的燃油供给系统、冷却系统、点火
系统、启动系统、制动系统、传动
系统、电控系统等的工作情况进行
严苛的测试，对于每个出现异常的
细节都精心检测和实验。最终，御
风顺利通过了高于38摄氏度高温、
负35摄氏度低温以及海拔4000米高
原的考验，各项指标均达到国内领
先标准。相信随着上市时间的不断
临近，东风御风将愈发值得市场期
待。

(方杰)

6 . 98万起 风神2012款完美上市

佳宝V70

售后服务增值开创销售新模式

东风御风

完成三高极端测试

为感谢新老客户对大友二手车的支持与厚爱，零售店特推数款特价车：

影响山东·第五届
省城车市奥斯卡评选榜单

省城车市年度汽车集团
省城车市年度汽车4S店
省城车市年度新锐汽车4S店
省城车市年度风云人物
省城车市年度金牌销售顾问
省城车市年度金牌服务之星
省城车市年度营销案例
省城车市年度营销团队
省城车市年度微型车
省城车市年度经济型轿车
省城车市年度中级车
省城车市年度中高级车
省城车市年度越野车
省城车市年度进口车
省城车市年度豪华车

奖品设置

奖项 数量 奖品

一等奖 3名 电脑上网本

二等奖 10名 车载导航仪

三等奖 30名 2012全年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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