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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刊记者 孙维扬

烟台君通汽车集团是烟台市的综合性
汽车流通企业，成立于2011年11月，总部位
于烟台市区世青路258号。集团下辖：东风
本田、上汽通用五菱、宝骏、一汽通用、长
城、上海通用雪佛兰、别克等多个汽车品牌
4S店，销售网点遍布烟台、威海、滨州、大连
等地区。经过多年以来的不断发展与积累，
至今，烟台君通已由单一的汽车销售企业
逐步壮大发展成为商用、乘用车销售服务
为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服务集团公司。公司
现有员工470余人，年营业收入8 . 7亿元。

东风本田汽车烟台君通特约店是君通

汽车集团里的一员，是一家经营东风本田
汽车品牌的特约销售服务(4S)店。东风本田
君通店依照东风Honda的建筑设计及布局
风格标准建设，于2014年1月正式营业，注册
资金1000万元人民币，目前是烟台中心地
带唯一一家东风本田授权的特约销售服务
店。公司旗下经营：CR-V、思域、思铂睿、思
铭、艾力绅、杰德、音赛特。

东风本田君通店位于福山区204国道
旺远汽车城内(机场路一直向南)。交通便
利、环境优美，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同
时，店内还提供保险理赔一条龙、24小时救
援、精品装饰、接送维修车辆等细致全面的
服务。

专刊记者 于凤丹

烟台鸿发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是上海通用汽车凯迪拉克品牌授权的销售
服务中心。为了更好地为客户进行全方位的
服务，凯迪拉克离开了原来较为拥挤的城市
展厅，地址由原来的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搬
迁至福山区东陌堂村北机场路西侧。

烟台鸿发凯迪始终秉承“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使客户全方位体验来自美国
的豪华品牌。始终保持满足客户需求的营
销策略和思路，运用规范的顾客服务系
统、专业的顾问式销售模式，力求让每一
位莅临烟台鸿发的顾客能得到标准化的
优质服务与尊崇级的用车保障。

近期，凯迪拉克售后PLUS服务在中国
进行了充分的豪车品牌车主调研后，他们
制定了“凯迪拉克PLUS”服务计划，所谓

“PLUS”即是“加号”，代表凯迪拉克将会不
断延伸服务质量和内容，不断给客户带来
惊喜和尊崇感受。凯迪拉克PLUS以“专属、
智能、主动”为核心，共确立了九大服务细
则。那何为专属、智能、主动呢？专属：以客
户为核心，建立一对一客户专享服务机制，
提供品牌特有的定制化增值服务，使客户
获得超乎想象的专属呵护；智能：依托凯迪
拉克领先科技，结合安吉星OnStar和移动
智能终端技术，为用户提供智能化服务，体
验豪华车领域的前瞻科技与贴心便捷；主
动：想客户所未想，提供令客户备感惊喜的
全天候、全方位主动服务解决方案，让客户
备感尊重尊贵与省心无忧。

围绕“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凯迪拉
克将会为车主提供更贴心的用车享受。

专刊记者 于凤丹

位于福山区机场路609号的烟台中达
翔宝汽车，作为烟台地区首家BMW授权经
销商，拥有现代化的维修服务中心及多功
能展厅，不仅展销BMW品牌旗下的全系列
车型，更以国际一流的软硬件水准为烟台
车主提供顶级售后服务。

据宝马工作人员介绍，烟台中达翔宝
的售后服务中心采用全套德国进口BMW

电脑检测及维修仪器、现代化的数据联网
系统，进行高效能的客户档案，维修进度及
零件库存的数据化管理。其售后技师均经

过BMW严格的培训及认证，拥有极为丰富
的维修经验。在标准的技术硬件及过硬的
维修技术支持下，2013年烟台中达翔宝取
得全国BMW经销商售后服务运营排名全
国第一名的荣耀成绩。

10月18日，烟台中达翔宝新车主使用培
训活动在二楼培训室如期举行。此次活动中
主要向新车客户讲解了售后维修保养常识、
24小时道路救援服务，让客户了解售后服务
的工作流程，宣传预约的好处并为BMW车
主讲解车辆保养知识，针对仪表报警的各种
情况进行详尽分析，使车主如身临其中一般
感受着BMW所带来的驾驶乐趣。

BMW“悦常在，驾无忧”的售后服务使
命力求使每一位宝马车主都能享受到愉悦
的用车体验，使驾驶充满乐趣，摆脱一切烦
恼。为此，烟台中达翔宝承诺将继续坚持

“高效、透明、关爱”为车主服务，以高质量
的服务作为前进的动力，以最专业、最优秀
的服务为客户带来更为完美的宝马体验。

专刊记者 原玥

烟台恒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福
建奔驰授权的烟威地区唯一奔驰商务车4S

销售服务中心，位于烟台市机场路567号。
作为高端商务车的代表，商务奔驰本着“做
精做强”的经营方针，坚持以人为本，以客
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坚持“交一台车交一
个朋友”的服务理念，全心全意为客户服
务，在客户中获得了良好的口碑。

商务奔驰主要经营奔驰唯雅诺Viano
7座豪华MPV、奔驰威霆Vito 8-9座专业
MPV、奔驰凌特Sprinter 8-20座奔驰商务

车。还可根据您的需求量身定制您专属的
改装车及房车。全系车型配备ESP系统，全
面提高安全等级，其中包括电子稳定系统、
防抱死制动系统、加速防滑控制系统、驾驶
座安全气囊、制动辅助系统、电子制动力分
配系统、电子泊车辅助系统、侧翻缓解系统
等，让驾驶员和乘客安心驾乘。

烟台恒润商务奔驰提供整车销售、二
手车置换、金融信贷、车辆维修、零配件供
应、信息反馈等服务项目。在换季之时，为
了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根据季节的变化推出
相应的车辆保养政策，免去客户用车的后
顾之忧，以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

专刊记者 杜晓丹

烟台德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8年，是进口大众在烟台地区唯一授
权经销商。2012年7月在回里镇旺远汽车城
新建标准汽车4S店，新店是按照德国大众
全球标准修建的，展厅豪华典雅、温馨舒
适，让您在欣赏德国精湛造车工艺的同时，
又陶醉在高雅和谐的展厅氛围之中。

烟台德辉进口大众旗舰店是进口大众
在华北区设立的最大旗舰店，专业销售、维
修进口大众旗下的辉腾、途锐、迈腾、高尔
夫、新甲壳虫、新尚酷、EOS等车型，同时，
位于机场路的城市展厅继续保留，其销量
稳步递增。旗舰店巨资引进的德国原装进
口维修设备，精湛的维修工艺，德国大众原
装进口配件，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公司秉
承“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服务

理念，真诚对待每一位客户。
烟台德辉进口大众旗舰店还拥有一流

的售后服务团队，维修技师需要经过厂家
认证才能上岗，旨在为顾客提供最专业的
车辆维修保养。还为客户倾心打造了VIP休
息区，设有3D影院、棋牌室、西餐厅、室内高
尔夫，台球厅等服务项目。

经过6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付出，2012年
和2013年连续两年，烟台德辉进口大众旗舰店
的销量在烟台进口车销量中排名第一，目前
在烟台的保有量3000多台。此次甲壳虫重组基
因上市活动，“虫”新进化的甲壳虫准备以个
性座驾为车主代言。8大“进化基因”配合三种
发动机配置，以及多种轮毂设计和车身色彩，
以多达上百种的个性组合，让虫粉亲身参与
到座驾的设计、配置当中。独特的选车和购车
过程，让虫粉们真正实现了购车“做自己”，让
爱车为自己代言的个性梦想。

专刊记者 杜晓丹

烟台润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
立于2011年9月，是捷豹路虎烟台地区唯
一授权经销商，是淮海经济区及江苏省规
模最大的汽车销售服务商润东汽车集团
旗下的新锐势力。

烟台润捷4S店位于机场路与空港路
交界西侧，是以捷豹路虎最新全球标准建
设而成，是集销售、维修、零配件供应、信
息反馈四位一体的4S标准经销店。公司经
营车型有：捷豹XF、XJ；世界顶级奢华
SUV品牌路虎旗下神行者2代、第四代发
现、揽胜、揽胜运动版、揽胜极光等全系列
车型。捷豹路虎是一家拥有两个顶级豪华
品牌的英国汽车制造商。拥有辉煌历史的
捷豹和高端SUV品牌路虎，以其迷人设
计、领先科技和非凡性能成为引领现代高

端的潮流标志，众多代表车型已被列为世
界汽车发展进程中的瑰宝。

烟台润捷拥有训练有素的专业销售
队伍，新车预订实行信息网络化管理，及
时而高效。拥有经过厂家认证的技术团
队和充足的维修工位，保证了维修品质，
同时提供车辆“管家式服务”，车辆所需
的各项服务将得到提前预约，并安排最
方便的养护时间，让维修和保养服务不
再需要漫长的等待。每位前来维修保养
的客户均有专属的SA单独接待，保证工
作效率。

此外，烟台润捷全新全球标准捷豹路
虎4S中心还倾心打造了一流的休闲设施，
二层客户休息区内不仅有应时的茶点服
务、高档按摩房、室内高尔夫、儿童游乐
区、高速上网区一应俱全，让您的等待时
间变得不再无聊和乏味。

专刊记者 于凤丹

红旗、奔腾、奇瑞、东风商务……在机场
路上，恒邦旗下的几个汽车品牌4S店一字排
开。烟台恒邦集团从工程机械、商用车进军家
轿销售领域，成立了恒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公司先后代理了一汽奔腾、红旗盛世和
奇瑞等几个轿车品牌，并拥有一汽奔腾和红
旗两个自主品牌烟台地区的唯一代理权。

作为恒邦集团跨行业经营的一部分，
背靠实力雄厚的恒邦集团，恒邦汽车可谓
是“背靠大树好乘凉”。不过，恒邦汽车却没
有因此而骄傲、懈怠。凭借扎实贴心的“管
家式”服务、过硬的售后服务技术，恒邦汽
车赢得越来越多烟台消费者的青睐。

据了解，近日安徽奇瑞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宣布，从10月11日起主动调整部分维修配
件的价格，回应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

反垄断局对国内汽车行业的反垄断调查。奇
瑞公司秉承“一次购买，终生关爱”的发展战
略，不断寻求新的方式为客户提供最佳品牌
体验，通过此次调整，部分维修配件价格平
均下调13%，进一步降低了客户使用车辆的
成本，提升了奇瑞在售后服务市场的竞争
力。此次部分维修配件的价格调整基本涵盖
奇瑞全系车型，范围包括超过300个配件。部
分维修配件更是下调超过30%以上，更体现
了奇瑞惠民、便民、亲民的服务理念。

由于恒邦汽车进入烟台汽车销售领域
较晚，因此恒邦汽车服务理念和技术水准
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在服务方面，恒邦汽车
一方面按照汽车厂商的流程要求，严格执
行各项服务、技术标准；另一方面积极拓展
服务网络，将服务网点往烟台各县、市区渗
透覆盖，让客户不用出远门就能享受到恒
邦汽车的家门口贴心服务。

专刊记者 原玥

烟台市钦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
集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配件供应、信息
反馈为一体的重庆力帆4S店，公司位于山
东省烟台市机场路588号，同时在机场路
158号鸿运汽车交易广场设有城市展厅。

4S店内设有产品展示区、贵宾接待区、
业务洽谈区、客户休息区、贵宾休息室、售
后服务接待区和维修车间等功能区域。作
为自主品牌，烟台钦海力帆汽车在加强销
售培训的同时，在售后服务方面也为客户
的到来做了精心的准备。为了让消费者选
择力帆，也为了让保有客户体验到更专业
的服务，烟台钦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引进了重庆力帆最新检测、维修全套专用
设备，并培训相关的专业技师，不管在人员
配备上还是在硬件设施的配备上都让客户

可以安心地把车交给他们。
从客户入店选车到购买车辆，烟台

钦海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售前、售中、售
后服务，让消费者在选车的同时得到的
不仅仅是心仪的汽车，更是一种整体的
完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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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本田扬帆起航 以人为本，给您贴心的服务 “悦常在，驾无忧”，尽享宝马之悦 高端商务车领衔者

制定专属座驾 开启尊贵用车生活 贴心服务，真诚惠民 打造强大自主品牌

时下,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烟台汽车产业布局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汽车聚集区，许多汽车经销商不再满足于狭小的
城市展厅、不再扎堆在原本的汽车群落，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消费者，他们另辟蹊径，在机场路南端以及北京南路开
辟出一片片欣欣向荣的汽车新区。虽然距离繁华的市区远了，但细致入微的服务把车主、准车主们的心拉近了，由于
地理位置较为偏远，许多消费者并未去实地参观，记者走进东陌堂汽车新区以及旺远汽车城，带大家领略凯迪拉克、
捷豹路虎、宝马、商务奔驰、进口大众、东本、一汽奔腾、奇瑞、力帆等汽车品牌4S店新貌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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