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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 张家界大成山水国际酒
店前坪彩旗招展，热闹非凡。 由湖南君临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华晨金杯张家
界旅游运输行业产品赏鉴会”在这里隆重
举行，张得寅局长、张新华副局长等张家
界、吉首等市区各级道路交通运输行业主
管部门领导，以及江永、益达、云安等张家
界旅游运输企业和湖南龙运集团、龙运桃
花源等常德旅游运输企业的领导嘉宾参
加了此次盛会。

黄金周过后张家界依然火爆的旅游
旺季，以及张家界建设“低碳、生态、宜居、
宜游”的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十二五”目
标推动着张家界旅游运输行业管理和形
象的不断提升。 华晨金杯汽车作为国内轻
客领域连续 15 年市场份额第一的汽车品
牌，也被吸引加入到建设张家界国际风景
旅游城市的行列之中，希望能为张家界旅
游运输和城乡客运这道流动的城市风景
线增光添彩。

湖南君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华
晨汽车湖南地区金杯和中华品牌的授权
一级经销商，为此次盛会精心准备了多款

适合高端旅游运输和城乡村村通客运的
华晨金杯产品，活动得到了张家界吉首等
市区道路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的充分
认可，精心打造的金杯大海狮、金杯阁瑞
斯、金杯海狮等产品也得到了众多旅游运
输企业的好评，许多企业现场达成了合作
意向，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作为行业的领军企业， 华晨金杯在国

内商用车市场有着二十余年的悠久历史。
自 1989 年诞生至今， 金杯品牌始终紧跟
市场需求，追求技术创新，始终如一地保
持了卓越的品质。 在商用细分领域，华晨
金杯以客户需求为核心， 深耕行业市场，
针对行业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适时推出
顺应市场的全新产品，产品品质得到了行
业的一致认可。

作为轻客领域 15 年市场份额领先品
牌，华晨金杯汽车已经在全国许多城市为
各行业广泛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并不断取
得突破和成功。

相关链接 》》》》

———关于湖南君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君临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坐落于
长沙市雨花区南二环一段 240 号，交通便
利，地理位置优越。 公司集整车销售、备件
供应、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咨询四大功能
于一体，设施齐备，规模宏大，是目前中南
地区华晨汽车的旗舰型 4S 店。 此外公司
在长沙市天心区雀园东路 6S 街区， 新店
即将开业！

公司有着规范的管理体制和灵活高
效的营销机制， 同时拥有一支素质精良，
能够吃苦耐劳的销售和售后服务队伍。 公
司先后荣膺华晨汽车中华品牌“2008 年度
销售贡献奖”、“2008、2009 年度华南区域
销售冠军”、“2009 年度全国十佳经销商”。
在湖南汽车市场和广大中华用户中享有
良好声誉。 本着“卖好车、做好人”的经营
宗旨，公司致力于为华晨中华品牌用户提
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谭遇祥）

今年夏天，《中国好声音》 以一匹黑
马的姿态闯入公众视线， 很快火爆大街
小巷 ，落幕后依然余音不绝 ，各界 “好声
音” 层出不穷， 这一现象也引发了车界
的集体思考 ：“好声音 ”的成功模式可以
复制到车界 “好服务 ”上吗 ？ 对此 ，在售
后服务品质上有口皆碑的广汽丰田给出
了肯定的答案———“好服务”也有成功秘
籍。

广汽丰田售后服务所倡导的“峰终理
论”正是这样一种创新的力量。 根据研究
成果，一个人在体验过程中的感受呈波浪
式起伏，影响体验感受最关键的两点在于

最高峰和结束时的体验。 围绕这两个体验
关键点，广汽丰田在全国销售店展开一系
列 CS 改善举措， 先后实施了 7 项专题改
造、124 项服务能力改造措施，从弱项改善
和服务优势扩大等方面积极进行各项 CS
提升活动，旨在创造顾客认可的最佳“峰
值体验”与“终值体验”。

业内专家这样分析 《中国好声音》的
成功：“‘好声音’模式很关键，但往好模式
里填充好内容更为关键。 ”这句评价用在
汽车售后服务上也同样适用。 对于广汽丰
田来说，“峰终理论”开辟了售后服务的创
新之路，但要将创新落地，没有切实的内

容支撑和强大的执行力作保障，一切都是
枉然。

自 “心悦服务品牌”发布以来，广汽
丰田在个性化服务和精益化管理方面不
断完善，在满足顾客最基本需求的基础上
关注顾客的感受，并通过体系化执行将售
后服务关怀由“车”延伸至“人”。

与此同时，广汽丰田以“顾客亲身体
验”为重点，开展各项顾客关怀活动，如针
对换季开展秋季服务月等季节关怀活动，
针对危急情况实施北京“水浸车”客户关
怀活动，针对异地出行推出“心悦驿站”和
“远程服务”活动，并从去年开始在全渠道

全面启动代步车服务，让顾客随时随地感
受到无微不至的用车关怀。

无论是 “好声音” 还是 “好服务”，
“诚信”都是一块千金难买的招牌。 在汽
车售后服务行业， 消费者常常抱怨服务
价格 “不透明 ”、服务过程 “不公开 ”，难
以享受到安心的服务。对此，广汽丰田通
过导入全球先进的 e-CRB 系统 （智能
化渐进改善的顾客关系构筑系统），承诺
“工时及零部件价格透明 ”等措施 ，致力
为车主创造售后服务全程可视化的透明
消费环境。

（谭遇祥）

华晨金杯张家界旅游运输行业
产品赏鉴会胜利举行

中国 “好声音”引发车界思考 售后“好服务”也有成功秘籍

近期， 一款外观时尚大气、“美式范”
十足的皮卡产品吸引了诸多眼球，一时间
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 这便是江铃汽车推
出的一款全领域旗舰级皮卡———江铃域
虎。

“美式皮卡”全新诠释，引领
皮卡潮流所向

近年来，一群极具个性的人脱离了享
受豪车的单纯乐趣，路上多了很多像福特
F150 这样的庞然大物，越来越多的人也开
始关注这类车型———皮卡。

江铃域虎车身尺寸为长 5325mm、宽

1905mm、高 1815mm，这样的身材在同级
别属于绝对魁梧的行列，不仅外观大气而
且也带来了同级超大的车内空间，可以为
车内 5 名乘客提供宽裕的乘坐空间。 为了
延续美式皮卡经典，江铃域虎采用了线条
浑厚的“肌肉感”设计。 整体造型由曾担任
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雪铁龙等多款传奇
车 型 的 国 际 著 名 设 计 大 师 Marc De鄄
schamps 操刀，整车流线型车身设计，肌肉
感饱满，发动机舱盖的两条肋线、车身侧
面的腰线、肩线以及车厢尾部线条的沉稳
大气，过渡自然，彰显力量和气势的同时
不失时尚，完整地诠释了高端皮卡的“新
时尚主义”。

“时尚大气”惊艳亮相，冠军
实力收放自如

江铃域虎不仅外型震撼，在细节方面

也吸引了不少人眼球，它将近年皮卡轿车
化风潮显现的淋漓尽致。

锋锐一体式组合的前大灯 “炯炯有
神”； 黑色三角式整体货架巧妙的链接车
身，酷感十足；轿车式一体化中控台配合
双色内饰，搭配养眼，对比鲜明。

江铃域虎在舒适性方面甚至比不少
轿车做的还好。 N.V.H 静音设计可以让坐
在室内的你轻松享有图书馆般的静谧空
间。 英国莲花公司精心调校的底盘，在保
障承载性能和越野性能的同时也具备优
秀的舒适性。 电动车窗、电动后视镜、电动
窗自动关闭器等配置齐全; 真皮座椅符合
人体工程学设计原理，稳定舒适。

域虎全车采用乘用车安全设计标准。
在主动安全方面，域虎全系标配领先水平
的博世 8.0 版本 ABS+EBD 系统， 极大地
保障了紧急制动时的转向功能。 在被动安

全方面，充分保证平稳性的大梁架底盘功
不可没，另外整车关键部位 45%采用高强
度的钢板； 车顶 1.5 倍整备质量的福特顶
压试验标准，在同级车中遥遥领先；双安
全气囊、可溃缩式转向管柱都大大提高了
乘坐区的安全指数。

(谭遇祥)

据了解， 马自达计划于 2012 年广州
国际车展上，展示代表马自达新一代中型
轿车发展方向的全新概念车型 Mazda
TAKERI 和预定明年年初投放中国市场
的大型跨界 SUV———新款 Mazda CX-9，
实现两款新车在中国国内的首次亮相。

在今年广州车展上实现中国首发的
Mazda TAKERI 是代表马自达新一代中
型轿车发展方向的全新概念车型，也是新
设计主题“魂动─Soul of Motion”与“创
驰蓝天”技术完美融合的一款力作。

Mazda TAKERI 以 四 门 运 动 型
Coupe 设计概念为基础，展现出敏捷且充
满紧张感的轿车造型。凭借新一代清洁型
柴油发动机———创驰蓝天柴油发动机、马
自达独自的智能怠速停止系统“i-stop”以

及追求内燃机（发动机）终极能源效率的
马自达减速能量回收系统 “i-ELOOP”，
实现了卓越的行驶性能和燃油经济性 。
TAKERI 在设计、驾乘乐趣和环保性能方
面，预示了作为马自达核心产品的新一代
中型轿车的未来发展趋势。

按照计划，融入 Mazda TAKERI 设计
概念的量产车型即新款 Mazda6，明年将通
过一汽马自达销售网络投放中国市场。

新款 Mazda CX-9 是一款大型跨界
SUV 车型， 融合了令人过目不忘的动感
外观、高质感内饰空间、三排座 SUV 特有
的实用性以及符合马自达 DNA 的动态
性能。 作为马自达顶级车型，销售地区涵
盖北美、澳大利亚等 75 个国家和地区，全
球累计销售已超过 22 万辆。 按照计划，

Mazda CX-9 将于明年年初通过一汽马
自达销售网络投放中国市场。

即将投放中国市场 的新款 Mazda
CX-9 在车头和车尾部分着重采用了新
设计主题“魂动”的家族式品牌设计的表
现手法， 实现了富于动感和力量感的外
观。同时，凭借精细的制作工艺，打造出精
炼、豪华而充满质感的内饰空间。 动力总
成方面 ， 通过采用与大型 SUV 相符的
MZI 3.7L V6 发动机和 6 速自动变速箱
的组合，提供强大的动力输出且精炼卓越
的驾乘乐趣。 （王天笑）

11 月 6 日至 8 日三天，鸿基公司宽敞
明亮的会议室被架上了简易床，铺上了白
色的床单，5 名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将
随身携带来的医疗器械摆上了临时搭建
的候诊检查室，1000 余名鸿基公司的驾驶

员在此接受了一年一次的免费身体检查。
为了确保从业人员有个健康的身体，

在不耽误驾驶员营运的情况下，鸿基公司
联系上了中国民政部健康中心的医务人
员，为全体驾驶员及管理人员在办公现场

做检查。
通过量血压、内外科体检以及尿液常

规分析检测、心电图、血糖等项目的测试，
大多数的驾驶员身体均无不良现象，但也
有少部分的从业人员因为平常的作息时
间紊乱，导致一些常见的、不同程度的身
体疾病显现，医务工作人员在一边检查身
体的同时，一边将健康知识、开出租车平
常应该注意的事项进行耐心的讲解，大大
增强了从业人员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

本刊记者随后采访到了公司的负责
人，当问及为何会想到在公司进行身体检
查时，公司鲁总告诉我们：在公司进行身
体检查，可以节省驾驶员的时间。 去医院
体检要停止营业， 会耽误了营运时间，而
且医院的人太多，在公司体检不需要花太
多时间排队等候，既方便又快捷，利于我
们奔忙的驾驶员。

定期做身体检查是一种科学的、有效
的保养方式，及时及早地发现疾病、及早
治疗疾病是对身体的一个保障，身体检查
不仅是自我保健的重要方式，也是一种很
科学的养生之道。 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不仅
可以发现健康隐患， 而且还可以及时的、
在早期去掉那些危害健康的因素。 从事出
租车客运的驾驶员们每天在一个狭小的
空间工作，为城市的运输、市民的出行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的身体应当加倍受
到关注和关爱。 （徐萌）

江铃域虎重树高端皮卡标杆 时尚大气惊艳车市

10 月 25 日、26 日五菱宏光幸福之旅全国大型巡回路演活动在长沙河西时代
广场人人乐购物中心前坪举行。

据了解， 两天一夜的车展特卖会活动由三场文艺汇演与两场达人秀为主体
构成。 文艺汇演以舞蹈、一元精品竞拍、互动游戏、抽奖为主体，特别是精品拍卖
与抽奖环节吸引了众多观众参与，广受好评。 达人秀是五菱跨界大动作，事实证
明这是一个成功的跨界尝试。 达人秀不仅仅联动了五菱与车迷、 车主之间的情
感，各界达人们的现场表现力与感染力也给主题活动添加了更多的活力，聚集了
更多的人气，助力活动取得了大成功。 主办方湖南五菱也因此倾注全部热情，大
范围派送礼品，以此回馈车迷们的厚爱。

寻找五菱达人活动经过一番竞技比拼，层层筛选，重重闯关，20 名进入预选
赛的选手在活动现场经过精彩表演与比拼。 达人秀邀请了专业评委、媒体代表、
行业代表、客户代表等多方位代表构成评审团，经过一轮轮严格的评比，一番番
精彩的点评，有 6 名达人脱颖而出，分别获得两场达人秀的前三甲，赢得大奖。他
们都将代表湖南区域参加五菱全国总决赛。

主办方湖南五菱相关领导表示：“这种跨界大动作获得了广大车主的喜爱，
获得了热烈的回应，获得了市场的认可。这种更人性、更生活、更欢乐的车展模式
我们五菱汽车将持续带到全国各地，让五菱汽车在全国遍地开花。 ”主办方负责
人均表示对这种模式充满信心，并且市场的回馈也很满意。 （徐萌）

五菱宏光幸福之旅
全国巡回路演长沙站热力上演

鸿基公司 为 1000余驾驶员做身体全面检查

马自达携Mazda TAKERI和新款Mazda CX-9
参展广州国际车展

意大利离我们有多远？ 现在起，享受家门口的意式生活！ 11 月 10 日-11 日，
广汽菲亚特第一店将带来菲翔携菲亚特菲跃 、500， 与车友相约长沙河西步步高
广场。 届时，邀请车友莅临观赏，还有更多好礼相送！ 与此同时，11 月 11 日中南物
流园菲翔试驾会将同时召开， 如果您想超前激情体验一把菲翔带来的美丽驾控
感，可以前往中南物流园进行现场报名参加试乘试驾，还能赢取试驾好礼！

作为湖南首家广汽菲亚特 4s 店，广汽菲亚特第一店是广汽集团在湖南省投资
的第一家 4s 店，成立于 2010 年 9 月 21 日。 其标准的 4s 店集汽车销售、售后服务、
零部件供应、信息反馈为一体，建成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20 日，占地面积达 1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达 5128 平方米。 现可为湖南车友带来菲亚特菲翔、菲跃、500 等
国内外多种车型选择。

作为主机厂在长沙家门口的菲翔， 这款极具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战略车
型，即将以其激情、动感的设计语言，助菲亚特品牌与广汽菲亚特在中国开启璀璨
的发展征程，并开创全新的中级车时尚格局。 长沙市政府对于菲翔出台了一系列
的促进政策，让长沙消费者实实在在享受到本土汽车带来的优势，也让喜爱菲亚
特车型的车友近距离感受到了菲翔带来的家门口意式美丽人生。

如果您想快人一步感受广汽菲亚特带来的无限魅力，可在 11 月 10 日-11 日
前往长沙河西步步高近距离鉴赏，届时还有各种互动游戏体验，拿广汽菲亚特超
值好礼。 如果您想驾驭不一样的意式风情，可于 11 月 11 日前往中南物流园进行
试乘试驾体验，赢得试驾大礼。 详情可电询 0731-86992268。 （徐萌）

尽享菲翔·品味美丽人生火热招募中

会议现场。

湖南君临汽贸总经理李鹤飞致辞。

江铃域虎外观。

新款 Mazda
CX-9 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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