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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进口名车馆行业中， 三马国际名
车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这家从湘潭发家，一步
步将事业版图扩展到长沙、岳阳、株洲、邵阳、
郴州等地的企业，短短的 12 年间，已经在全
省 9 个市州成立了 16 家名车销售服务分公
司， 并以专业、 务实的精神实现了稳健的发
展。

多品牌，多领域，全新汽车模式

“未来，三马国际名车要做汽车服务行业
的‘沃尔玛’”，湖南三马国际名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总裁马楚桂在谈到企业愿景时坚定地
说。 的确，相比于传统的 4S 店单一品牌销售
模式，三马国际名车“独立经销商”模式有其
独特的优势。 奔驰、宝马、玛莎拉蒂、劳斯莱
斯、宾利、保时捷、路虎、林肯等多个品牌名车
集中展示， 让消费者在单店内就可对比甄选
出最适合自己的品牌和车型， 更便捷、 更方
便， 免去不同品牌 4S 店来回奔波的烦恼，节
省了时间成本。 就商家而言，这种“独立经销
商”模式也拥有更多的自由度，既避免了同一
地区多个同品牌 4S 店盲目竞争造成的市场
紊乱，又不受强势厂家各种严苛要求的限制。

为了满足消费者需求， 三马国际名车近
几年也加大了所销售品牌的范围， 从在中国
家喻户晓的奔驰、宝马、保时捷、路虎、林肯、
劳斯莱斯、 宾利到知名度不太高的日本“光
冈”手工跑车，可以说三马国际名车不仅是在
销售名车， 更是将更多享誉世界的汽车品牌

带到湖南，在湖南传播更丰富、更高端的汽车
文化。

除了汽车销售， 三马国际名车近几年已
经把事业触角延伸到金融、保险、新车上牌、
装饰、美容、维修保养、配件供应、紧急救援等
领域，多领域探索，为客户提供最便捷的一站
式名车服务。 而作为名车销售服务优质方案
的提供者和解决者， 三马国际名车将不断探
索和创新，以客户为中心，致力于满足消费者
名车需求的方方面面。

专业坚持，全程无忧保障体系

多品牌销售模式， 给予了客户更多的选
择，而在服务上，三马国际名车也从未停止前
进的脚步，始终将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高
度的服务热情， 为每一位车主提供精品、精
心、精湛的服务。 为保障车主的权益，三马国
际名车率先在业界提出了 5 星服务保障体
系，即售前整车检测、定时保养提示、全程维
修保养视频监控、定期维护保养免费培训、24
小时速达救援中心。 同时，三马国际名车还与
各汽车制造商的高级技师实现了远程对接，
所有三马国际名车车主的爱车都可以在海外
工程师的远程视频指导下进行维护和保养。

在售后服务上，三马国际名车整车质保 3
年 7 万公里，并在全国首创发动机、变速箱行
驶 3 个月或 3000 公里内，出现重大质量问题
经鉴定需大修的，郑重承诺更换全新原车。 同
时， 承诺维修车辆所使用的零配件全部使用

正厂（或原装）零配件，确因特殊情况需使用
副厂零配件的， 将提前告知送修单位并做好
记录， 在取得送修单位同意并保证车辆能正
常安全行驶的情况下，再使用。 而车辆的关键
部位如：转向系统、刹车系统、灯光系统等则
全部使用正厂零配件。

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 三马国际
名车也不忘回馈社会，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多年来一直牵头为社会捐款捐物：向“汶
川”捐款四十多万元，捐助了 4 所希望小学，

资助了多名特困大学生， 并援建乡村公路和
敬老院，在 11 家学校资建阅览室，捐献书籍
达 3 万多册等。

未来，三马人将以名车需求为核心，以打
破 4S店垄断，智创名车销售服务新模式，共赢
名车销售服务新未来为己任，坚持以国际领先
标准做好名车服务，快速成长为卓越的多业态
一体化的国际名车销售服务商，打造中国领先
的国际名车销售服务连锁名牌！

（谭遇祥）

三马国际名车，竖起名车服务标杆

近日，东风标致“动·感”全系车型体验行动来
到长沙， 凭借着东风标致自身的品牌实力与卓越
性能，引爆长沙消费者驾驭激情！

激情澎湃 “T+STT” 高效动力
“E”路狂奔

活动当天， 东风标致“E 动战略” 的成果
“T+STT”的卓越性能水平与环保能力，得到长沙
体验者的一致认可。

载誉“国际年度发动机大奖”“8 冠王” 的 1.6�
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性能相当于 2.4 升自
然吸气或主流 1.8T 发动机的动力水平；“小 T 大
作”的典范 1.2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刚刚勇
夺“2015 年度国际发动机”1.0L-1.4L 组别桂冠，
性能足以媲美主流 2.0L 发动机和被当作标杆的
1.4T 发动机； 而性能卓著备受瞩目的同级“最强
芯”1.8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动力超过主流
2.0T 发动机。“真的没想到，这车的马力竟然这么

强，很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冲劲。 ”刚从 408 上下来
的小张意犹未尽地说道。

动力澎湃的“T 动力”与适配在东风标致车型
上的 Stop-Star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简称：
STT），共同形成了“T+STT”高效动力。 STT 智
能启停系统不需要驾驶者改变驾驶习惯， 即可避
免发动机怠速时产生燃油消耗， 在频繁起步停车
的城市道路可节约燃油 10%-15%，大大降低用车
成本。“这个 STT 真的超赞啊，现在长沙堵车这么
厉害，有了 STT 很节能的。 ”刚试驾完的许小姐说
道。

自 2012 年发布“E 动战略”以来，东风标致各
款产品的动力性能逐步升级， 目前， 已经在 408、
3008、508、2008、308S 等 车 型 上 先 后 搭 载 了
“T+STT”高效动力技术。

在“动·感”活动现场，“T+STT”高效动力大
显神通，408、3008 等热销车型凭借酣畅淋漓的加
速性能和经济实惠的节油技术， 更进一步赢得了
广大用户的青睐。 （颜丹丹）

东风标致动感来袭

自发布以来，上汽荣威 360 就以“中级车 A
咖”的名头混迹江湖。 为什么要这样高调上战场
呢？ 是实力使然，还是搏人眼球？ 今天，我终于有
机会跟它来个零距离接触，一探究竟。 这次试驾
的车型是荣威 360� 20T 双离合旗舰版和荣威
360� 1.5L 自动豪华版。

创新设计，塑造 360 度完美型体
荣威 360 整体外观延续了荣威家族式品牌

特征，设计平实而稳重。 前脸没有什么花哨的设
计，但向两侧延展的线条使车头富有亲和力。 相
比市面上同级别的几款主流车型，荣威 360 的车
头好像被有意地压低了，这种做法不仅能够降低
风阻系数，还能扩宽视野，保护行人的安全。

宽适空间+精致内饰，打造家庭式的温暖
试驾之前，我特意对市场上几款主流合资 A

级车的空间做了比较。 从账面数据看，2660mm
轴距的荣威 360 比朗逸 2610mm 还长 50mm，
而实际的乘坐体验， 荣威 360 的确没有浪费这 5
厘米的优势，整体感受更为宽敞。 同时，4579mm
的车长和 1490mm 的车高，保证了后排乘客头部
与腿部空间。 此外，荣威 360 的内饰采用黑色和
米色的组合，给人一种温馨和谐的感觉。 双手接
触到的地方采用了皮质包裹，手感非常好，增加
了驾驶的舒适性。

革新动力，兼顾高效性能与燃油经济性
动力系统方面 ，20T 旗舰版车型搭载了

1.4TGI中置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和 TST� 7 速双
离合变速器， 最大功率 156 马力， 峰值扭矩 235
牛·米。 在上海市区拥堵的街道上，频繁起步时并
不用催促发动机， 仅是稍微施加油门力度就可以
前蹿， 低转速下的扭矩输出很给力。 驶上高速
后，1.4TGI 的发动机丝毫没有因为排量小而显现
出高速的疲软，加速的时候有非常强烈的推背感。

几个小时试驾下来， 荣威 360� 20T 双离合
旗舰版实际的综合平均油耗仅为 6.0L/100km。
要知道，我们一车 4 个大汉，外加所有人的行李、
拍照的家伙，在这种情况下，油耗数据仍然非常
接近厂家公布的 5.7L 的最低油耗，着实不易。 而
1.5L 的油耗表现更为优秀，全程下来，百公里综
合油耗达到了令人惊艳的 5.8L。

（颜丹丹）

深度试驾上汽荣威 360

2015 年是众泰汽车第一辆整车下线
十周年，目前已实现销售过 100 万辆。 为
感谢广大消费者十多年来对众泰汽车的
持续关怀与支持， 众泰汽车将于 10 月份
推出众泰 Z300 感恩版,� 共有驾值版和新
视界版 8 款车型。 众泰 Z300 感恩版在沿
袭众泰 Z300 的时尚造型、 舒适空间和卓
越品质的基础上，更具性价比，更富经济
实用性。

双重感恩惠，低价好品质

众泰 Z300 是众泰汽车总结十年制造
经验， 与全球顶级零部件供应商通力合作，
倾心打造的众泰汽车首款 A+ 级家轿。 自
2012 年 5 月上市以来取得了不俗的市场表
现，目前市场保有量已突破 20 万辆，其优异
的五星品质也为众泰汽车在市场上赢得了
良好的口碑。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众泰汽车推出多重
感恩惠。第一重感恩惠，推出众泰 Z300感恩
版系列车型。 此次推出的感恩版系列本身便
是众泰汽车回馈用户的感恩之举， 更加突出
对用户的关照和反馈，使用户真正得到实惠。
第二重感恩惠，终端再送现金优惠。该款感恩
版系列车型的售价区间在 5.3999-5.8499万
元。 而据我们从终端销售了解到的消息，终
端销售还会再予以现金优惠，其价格将可能
下探至 5 万元以下。 与此同时， 众泰 Z300
感恩版还将登陆众泰天猫商城，届时还有狂
欢促销活动，挑战极限，下单送大礼活动，感
恩到底，优惠不停。 (谭遇祥)

低价实力派，众泰 Z300 感恩版上市

9 月 21 日， 衡阳市飞宇运通一汽丰田
4S 店盛大开业， 现场数百名嘉宾以及媒体
朋友共同见证了衡阳市第二家一汽丰田 4S
店的开业盛况。

9 点 30 分，飞宇运通一汽丰田 4S 店总
经理朱承斌、汽车协会秘书长刘重阳、湖南
永通集团一汽丰田品牌总监谢军、衡阳三师

原党委书记欧阳康和信丰田总经理饶维共
同剪下开业红彩带。在礼炮声、掌声、喜庆音
乐声的欢庆下， 飞宇运通一汽丰田 4S 店盛
大开业。

衡阳飞宇运通一汽丰田 4S 店是由一汽
丰田汽车正式授权的一汽丰田品牌店， 主营
皇冠、锐志、卡罗拉、花冠、威驰、普锐斯、兰德

酷路泽、普拉多、RAV4、进口 86、大霸王等车
型， 业务范围包括一汽丰田汽车金融公司便
捷的购车按揭服务、一条龙的上牌、保险、精
品、二手车置换、车辆改装等服务。 将为广大
的丰田用户提供尊贵、贴心的优质服务。

衡阳飞宇运通一汽丰田 4S 店已经正式
开业， 开业期间还推出了众多优惠政策，欢
迎一汽丰田的新老客户到店赏车，新店地址
杨柳汽贸城二期（云界上海大众 4S 店旁
边）。 （谭遇祥）

近期，国务院为进一步支持新能源和小
排量汽车推出新政。 新政显示，从 2015 年
10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期间，购

买 1.6 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将实施减半征
收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

根据这一政策，东风标致品牌全车系 7

款在售车型 508 (1.6THP)、408（1.2THP、
1.6THP)、3008 （1.6THP)、308S 全 系
（1.2THP、1.6THP、1.6L)、2008全系（1.6THP、
1.6L）、308 全系、301 全系均可享受该国家
优惠政策，这使得步入“用户体验年”的东风
标致，将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实惠的体验。

（谭遇祥）

10 月 2 日，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公布了马自达品牌车型在中国市场
2015 年 1-9 月的零售销量业绩：1-9 月销
售 168014 辆，同比增长 12.5%。1-9 月累计
销量创马自达在华同期历史最高。从两个销

售网络的销量分别来看 1-9 月销量， 长安
马自达共销售 106,228 辆 ， 同比增长
50.7％；一汽马自达共销售 61786 辆，同比
减少 21.7％。

9月单月共销售马自达品牌车型 19532

辆，同比增长 3.8%，连续 8 个月超越了去年
同期。对此，马自达（中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CEO渡部宣彦表示：“在严峻的市场形势下，
搭载‘创驰蓝天’技术的主力车型持续保持良
好的销售势头，1-9 月累计销量创马自达在
华同期历史最高。 预计第 4季度的市场环境
仍不容乐观，但我们将以搭载‘创驰蓝天’技
术的车型为核心，进一步促进销售的增长，实
现 22万辆的年度销售目标。 ”（颜丹丹）

10 月 2 日， 福建的阮先生乘坐
湘 AT5072 出租车前往黄花机场，搭
乘飞机回老家过节。下车时大意将行
李箱忘在了出租车后备箱。因自己的
所有物品都在行李箱内，阮先生心急
如焚，只好拨打了所属出租车公司的
服务电话。 却得知，当班驾驶员易师
傅已经给公司进行了报备，并在机场
外等待失主。阮先生赶紧跟的哥取得
联系，领回了行李箱。 （谭遇祥）

10 月 7 日凌晨， 彭先生乘坐鸿基
公司湘 AT5045 出租车从金源大酒店
到五一广场，下车时不慎将随身携带的
手包遗落在车上，包内有价值 3 万多元
的银行卡、手机、现金等。 待他发现后，
急忙拨打车票上的服务电话联系鸿基
公司，在公司的转告下，当班出租车司
机龚师傅找到了车座上的手包，并立马
送到了失主手上。 拿回手包后，彭先生
表示要现金感谢龚师傅，但被龚师傅拒
绝， 为此彭先生特意拨打鸿基公司电
话，感谢其送回手包，并高度赞扬龚师
傅拾金不昧的精神。 （谭遇祥）

10 月 5 日，外地乘客王先生给鸿
基公司打来了表扬电话，感谢“的哥”
文师傅的用心服务。

原来，国庆长假期间，王先生来长
沙旅游， 但因时间紧张， 并未预订酒
店。 在高铁站下车后， 王先生搭乘湘
AT5051 出租车赶往市区。 当班出租
车司机文师傅在得知王先生为酒店发
愁时，表示将在景区附近帮忙寻找。一
路上， 文师傅热心地介绍长沙周边各
大景点特色、风土人情，让王先生备受
感动。更让他感动的是，长假期间由于
游客过多，酒店并不好订，为此文师傅
很是耐心， 一连跑了三家酒店后才帮
他订到合适的房间。

（谭遇祥）

10 月 7 日，谢先生致电鸿基出租
车公司，感谢“的哥”汪师傅拾金不昧，
送回行李箱。

据谢先生反应， 当天上午他搭乘
湘 AT2225 出租车从广播电视台到民
政学院， 下车时不慎将行李箱遗忘在
了出租车后备箱。 为寻找遗失的行李
箱，谢先生返回到下车的地方。正当他
一筹莫展时， 远远地看到一辆出租车
径直驶来。走近一看，正是谢先生刚刚
搭乘的出租车。 原来驾驶员在发现谢
先生遗落的行李箱之后特意返回来寻
找失主。 （谭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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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标致“动·感”全系车型体验行动试驾现场。

衡阳飞宇运通一汽丰田 4S 店盛大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