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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经销商名称 主营品牌 经销商名称 主营品牌

泰安北方福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安福特 泰安富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沃尔沃

泰安北方时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 泰安市金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利英伦

泰安北方众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泰安市玮垒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长城

泰安北方欧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斯柯达 泰安金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利帝豪

泰安强世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别克 广汽丰田泰安瑞亿泰东路店 广汽丰田

东风日产泰安嘉信专营店 东风日产 泰安市博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风行

泰安广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奥迪 泰安高速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汽马自达

泰安金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泰安岳海兰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通用雪佛兰

泰安沃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雪佛兰 泰安双龙国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比亚迪

泰安交运集团东联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雪铁龙 泰安宇华伟业工贸有限公司 风行景逸

泰安市中天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长安铃木 交运集团好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现代

泰安市润之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大众 泰安金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江准

泰安市仁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 泰安鲁天华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广汽传祺

泰安市双龙宝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华晨中华 泰安广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宝马

泰安市润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华晨中华 泰安市智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风神

泰安胜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奇瑞 泰安市嘉益汽车商贸有限公司 长安

泰安东方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一汽丰田 泰安骏大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华泰

泰安广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奥迪 山东佳岳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华泰

泰安市华君东狮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标致 泰安市祥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开瑞

泰安东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天津一汽 泰安市山利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

泰安双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汽荣威、MG 新泰宝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风悦达起亚

泰安宏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吉利全球鹰 交运集团诚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长城

泰安中租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一汽大众 泰安昌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海马

泰安五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昌河铃木 昌河 山东华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一汽奔腾

山东震德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比亚迪 交运集团通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别克

启辰嘉信专营店 东风日产启辰 泰安康立汽贸有限公司 宝骏

泰安市润岳经贸有限公司 江淮 泰安和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汽通用五菱

泰安千里马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Jeep、克莱斯勒 泰安昌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雪铁龙

22001133年年度度汽汽车车总总评评榜榜入入围围企企业业名名单单

2013年度泰安汽车总评
榜评选活动上周正式启动 !这
个泰城车市的一大盛会将再
次点燃泰城车市的激情与梦
想。本次汽车总评榜将打造
成泰安规模最大、规格最高、
公信力最强的车市评选活动 ,

奖项涵盖“年度功勋人物”
“年度最受欢迎新车”、“年度
风云汽车企业”、“年度车界
卓越营销团队”等17个细分奖
项。读者可以通过短信、网
络、邮件、电话等多种联系方
式 参 与 本 次 总 评 榜 投 票 评
选。您的投票和评选意见 ,将
决定本次泰安汽车总评榜的
最终归属。

2013年，车市风云变化，
期待已久的新“三包”政策尘
埃落定，保护消费者权益不
再是纸上谈兵，也让汽车消
费向着健康的方向迈进。2013

年，国家惠民补贴活动结束，
车商各显其能，要将优惠进
行到底。

2013年，汽车销量也持续
增长，今年1- 9月，汽车产销
量1 5 9 3 . 8 4万辆和1 5 8 8 . 3 1万
辆 ，同 比 增 长 1 2 . 8 7 % 和
12 . 70%。车市增长势头依旧，
也看到了众多汽车行业从业
者的心血和汗水。

三四线城市的汽车市场
越做越大，聚集在泰安的汽
车品牌越来越多 ,几乎涵盖了

所有国产品牌、合资品牌和
进口品牌 ,仅泰安市区就有上
百家汽车4 S店，而且新店面
正在进一步扩大规模。为了
满足消费者需求和提供更好
服务 ,有的品牌甚至出现3至4

个销售服务店面。同品牌之
间的竞争力也日益增大。

在泰城车市勤劳耕耘了
一年的各大车商即将迎来年
终大考之际 ,对车市做一次大
盘点非常重要。对市民而言,选
择多了 ,服务好了 ,哪个品牌让
你赞不绝口?哪款车型让你情
有独钟?哪个4S店的服务让你
竖起拇指 ?哪次购车、修车经
历让你难忘 ?…… 1 1 月 1日 ,

“2013年度泰安汽车总评榜评
选活动”正式推出,此次评选活
动将广受民意,涵盖品牌、服务
和人物等各个方面 ,对2013年
度泰安车市进行一次综合测
评,是本年度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深、调查对象最多的一次汽
车行业综合调查。

为了确保此次评选结果
真实可信 ,本次汽车总评榜将
以泰安地区读者、消费者投
票评选为主 ,并辅以专业调
研、专家评审和销售数据的
支撑 ,平面和网络媒体同步推
进评选投票过程。

本次评选中 ,涵盖2013年
度泰安车界功勋人物、风云
人物、新锐人物、销售明星、

售后服务明星、风云汽车企
业、年度最受欢迎新车、年度
最佳中级汽车、年度最佳经
济型汽车、年度最受欢迎的
SUV、年度最佳豪华汽车、年
度最佳MPV、年度最佳微型
汽车、年度最佳环保节能车、
年度最佳公务车、年度最具
性价比汽车、年度最佳运动
型汽车和年度卓越营销团队
近2 0个奖项 ,从技术水平、销
量、市场占有率、销售网络、
售后服务能力、品牌力等多
个角度 ,将全方位评判车商、
车型 ,旨在推选出今年最值得
褒奖与鼓励的汽车“榜样”。

活动从开始筹备时 ,即在
汽车界引起强烈反响 ,泰城主
流车商踊跃报名参与评选活
动。车企车商一致表示 ,“我们
看中的不仅仅是一次评奖 ,而
是由权威媒体搭建的检验平
台。我们需要倾听媒体与消
费者公正的声音与意见 ,以此
促进自身以及整个车市的健
康发展。”值得期待的是 ,参与
投票的读者将有机会获得限
量车模、电影票等礼品。

目前 ,总评榜读者评选热
线、评选邮箱、齐鲁晚报·今日
泰山官方微博、网络投票陆续
开通 ,欢迎广大读者来电来信
参与评选。在车市风云变幻的
2013年 ,谁将加冕泰安车市总
评榜?让我们拭目以待。

年年年年度度度度汽汽汽汽车车车车总总总总评评评评榜榜榜榜请请请请您您您您投投投投票票票票
近近2200个个奖奖项项聚聚焦焦““榜榜样样的的力力量量””

“我们看中的不仅
仅是一次评奖,而是由权
威 媒 体 搭 建 的 检 验 平
台。我们需要倾听媒体
与消费者公正的声音与
意见,以此促进自身以及
整个车市的健康发展。”
车企车商说。

参与投票的读者将
有机会获得限量车模、
电影票等礼品，赶紧来
投票吧。

本报记者 曹剑

方式一 :来信请寄泰安
市泰山区望岳东路中七里社
区服务中心4楼齐鲁晚报·今
日泰山收

方式二 :致电总评榜热
线——— 6982106

方式三 :腾讯微博：@齐
鲁晚报-今日泰山 h t t p : / /
t.qq.com/jinritaishan?preview

新浪微博：@齐鲁晚报-今日
泰山ht tp ://we ibo .com/p/
1002062442891433/manage?
from=page_100206

微信号：qlwbj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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