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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上海鸿安汽车
城内，“卓越品质、欧洲标准”
欧马可1系-商务版上海上市
发布，这款定位为“高效城市
物流运输专家”并整合全球高
端产业链的轻卡，一经发布便
引起现场与会人员的热捧，被
称为新一代“性价比之王”。有
分析人士指出，欧马可1系-商
务版的上市，为行业树立了
又一个标杆。

高性能 据悉，全新的
欧马可 1系-商务版性能卓
越，其搭载的世界顶级康明
斯柴油发动机，使轻卡领域
的“芯”水平得到再次刷新，
也使国内轻卡标准提升到新
的高度。欧马可1系商务版所
采用的ISF2 . 8发动机零部件
种类较同类产品大幅减少，
堪称同级别中重量最轻、体

积最小的发动机，这也使得
欧马可1系商务版运载能力
远远超越了一般轻卡的水
平，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大轻
卡”时代。

高安全 在备受消费者
关注的安全方面，欧马可1系
可谓匠心独运，其具备全铆
加强型底盘，匹配德纳技术
后桥，整车强度大幅度提升，
同时强化了车身架构和前后
保险设计，达到欧洲ECE安
全碰撞标准，使用过程中极
大提升了人员的安全。全新
欧化时尚车身，在风阻系数、
安全性、协调性和人体工程
学方面也均有独到设计，大
弧面挡风玻璃，盲区小，应对
来往车辆更加轻松自如，进
一步为安全行驶保驾护航。

低成本 “买得起养不

起”一直是很多消费者购车
的一大顾虑，在使用成本控
制方面，发动机的好坏已成
为关乎轻卡整个生命周期成
本的重中之重。欧马可1系-

商务版配装的康明斯ISF2 . 8

发动机，百公里经济油耗较
同类产品最高可以节省8%，
排放标准可以轻松升级到国
V，更为经济环保；同时,其零
部件标准化、通用化，高度模
块化，不但可以最大限度降
低故障率，而且维护成本较
低，在以往的使用过程中，这
款发动机具有高效可靠性，
超长保养间隔，真正50万公
里级动力品质保障，这无疑
是一个行业领先、极具竞争
力的指标，也是ISF发动机树
立的一个业界难以撼动的全
新标杆。

体验式营销 发布会
上，令欧马可引以为傲的是
其首创的体验式营销。记者
了解到，源于对产品质量的
自信，欧马可不断创造条件
让消费者全程体验欧马可价
值链，全方位见证产品的每
一个环节和每一个细节，让
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对产品
有切身的感受。体验式营销
具体包括试乘试驾、参观工
厂等。此次欧马可1系-商务
版抢滩沪上，其代理商上海
鸿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特别为其配备了0首付、先租
后买、纯租赁、灵活信贷等销
售经营方案。

高性价比 对于一款汽
车产品，售价是影响客户购
买的一大决定因素。随着对
产品的深入了解，与会者纷纷

猜测其价格，而随后欧马可公
布的82800元的售价，还是出乎
很多人意料。现场有不少人为
之心动，马上签约购车，欧马
可安排的十个优惠购车名额
被一抢而空。

一场发布会下来，欧马
可的“高性能、高安全、低成
本、体验式营销”给与会者留
下深刻印象，而“新一代性价

比之王”的称呼也在现场流
传开来。当场购车的杨先生
的观点或许能够代表大多数
与会者的心声：“对于一辆卡
车，我们看中的不外乎质量
和价格，欧马可1系-商务版
高端配置搭配82800元的合理
售价，可说是当前市面上最
具性价比的高端轻卡。”

(恒文)

旅游公司的经营者们都
希望为游客提供最好的服
务，给游客的高原之旅留下
完美的回忆。然而现实与理
想总有差距，大多数旅游公
司在车辆选择方面总有遗
憾，毕竟车辆的高端性和经
济性不可兼得。

这种情况一直到上汽大
通商杰版的出现得以改变。

游走于世界屋脊，他们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车？

昆明一家旅游公司的总
经理谢先生告诉我们：“在
买车的时候，我们跑遍了昆
明市所有的汽车4S店，我们对
各项性能都试过，大通的VM

发动机我们是很认的，因为

我们的那台越野车也是用VM

发动机的，省油，力大。另
外，大通的变速箱是原装进
口的，拉到5挡的时候，噪音
很低，感觉非常好。实话实
说，我感觉其他牌子的轻客
感觉像是货车，来旅游的旅
客还是希望车子的档次高一
些。”

谢先生是从油表上确定
自己购买上汽大通判断的正
确性，他有些兴奋地说到：
“根据我的测算，在高原上
跑车，大通的车耗油是每百
公里9 . 3个油，能拉11个人，
与拉4个人的越野车油耗相
当，空调全开也就才跑11 . 2个
油。”

会说话的不仅是油表，
还有公司的业绩报表。

尽管油表上的数字是十
位甚至是个位数，然而，长
期下来公司业绩报表的攀升
却是尤为明显的。谢先生认
为自己选对了。

说起上汽大通商杰版带
来的实际价值，谢先生异常
兴奋：“就我的日常使用来
说，一辆上汽大通商杰版，
可以为我省下3万多元。油耗
标识显示每百公里油耗仅在
8 . 9L，大大低于行业平均的
11 . 7L—13L，每百公里就能节
油4 . 1L，为我省下30 . 5元。如
果按每台车年运营10万公里来
算，创造的价值就达到3 . 05万

元了！”
他表示，下一阶段将进

一步扩大车队规模。“我们
以后买车，就买这个牌子。
用下来，我对这个车很满
意。”

据悉，为庆祝上汽大通
品牌上市一周年，更好地回
馈新老客户，上汽大通在9月
至11月期间重磅推出三重好礼
促销活动，为新老用户带来
重重惊喜。针对全系车型，
上汽大通提供精美进店礼、
万人试驾礼，购车客户更有
机会赢得南非晶钻之旅席
位，与上汽大通一同游历南
非大陆。

(陈清)

为爱车做保养、无需等
待、无需挤时间、“晨夕预约”
轻松搞定！“秋季呵护”服务
活动护航计划黄金周出行的
车友们，让您安享马自达激
情畅快。

朝七晚八 以诚相候

“晨夕预约” 省时省心

一汽马自达为更好地践
行“全心管家”服务品牌，隆
重推出“晨夕预约”特色服
务！全国200家一汽马自达销
售服务店，服务时间从早7

点至晚20点，整体延长超过
1/3。同时，预约并准时到
店的客户，将享受到专属绿
色通道、快速高效作业及预
约有礼等服务内容。一汽马
自达成为国内首个全面延长
早晚服务时间、对客户服务
提出“超长待机”承诺的汽
车品牌。据一汽马自达济南

明盛销售服务店介绍，一汽
马自达推出“晨夕预约”特色
服务，是“管家服务”的贴心
延伸内容。

安享驾趣 温润一秋

“秋季呵护” 无忧畅游

9月6日至9月30日，一汽
马自达“秋季呵护”服务活
动将正式启动。本次“秋季
呵护”服务活动，为车主的
爱车进行动力系统和被动安
全系统共计 1 6项免费专业

“体检”。同时针对4万-6万公
里，6万-10万公里和10万公里
以上的回店老客户还有不同
程度的工时费折扣回馈。

在活动期间，凡提前10

小时预约，在9点-15点以外
的非繁忙时段并准时到店的
客户，即可获赠对应车型机
油滤芯一个；此外，活动期间
购买动力套餐 (进气系统高

效清洗剂+燃油系统强力清
洗保护剂套餐 )与安全套餐
(制动系统养护套餐 ) 8折优
惠，单独购买动力套餐中的
任一款养护产品可享8 . 5折
优惠。

另外，一汽马自达车主
转介绍马自达6或睿翼，每成
功一台，可获得300元油卡或
者等值服务，多荐多得；如一
汽马自达车主置换睿翼所有
车型，则可获得高达6000元
的置换补贴。
山东东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1-88556888/
67876660

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60-6号
济南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联系电话：0531-87501299/
87505199

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28480号

2012年齐鲁秋季车展期
间，金杯品牌携旗下金杯大
海狮L、阁瑞斯MPV御领、
金杯S50、金杯海狮第六代
等车型盛装亮相济南国际会
展中心。在车展现场，金杯
品牌全系车型均有不同程度
的优惠活动：金杯S50 2 . 0L

最低8 . 98万起，2 . 4L最高可
享6000元优惠，更有6000元
装具礼包赠送；阁瑞斯MPV

系列御领车型最高优惠可达
20000元，并有好礼赠送；金杯
海狮人气车型最低仅售6 . 68

万元，并有价值6000至10000

元的装具礼包赠送；金杯大

海狮L、W系列也同样有万元
超值大礼赠送。此外，金杯海
狮狮王争霸赛第二季已重新
归来，群雄再次聚首，争夺

“狮王”宝座，凡是金杯车主
都可通过华晨金杯的官方网
站进行全程关注，或亲临现
场参与活动。 (本记)

欧马可1系商务版上海上市

在世界屋脊画出黄金线

上汽大通高性能赢得旅游业者青睐

金杯产品汇聚齐鲁车展 低价购车更有万元大礼

一汽马自达服务品质再升级
“晨夕预约”特色服务推出，“秋季呵护”活动同期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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