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据吉利消息，为

尽快让金刚、金鹰系列产品融

入吉利英伦汽车品牌旗下，从
2011 年 1 月 1 日开始下线的
金刚、金鹰系列车型，全部悬

挂吉利集团在北京正式发布
的英伦汽车徽标，这也标志着

吉利英伦汽车品牌旗下所有

产品整合进入收官阶段，秉承

“底蕴、信赖、关爱”的品牌内

涵，英伦汽车品牌将正式踏上

吉利年销百万辆目标的宏伟
征程。

英伦汽车品牌 打造关

爱型家轿

英伦汽车品牌是吉利继
全球鹰、帝豪品牌后推出的全

新子品牌，其目标人群是以家
庭为重，关爱家人，为家人创
造更美好生活为购车目的，重

视车辆安全性，成熟理性的消

费者，是吉利为打造百万辆销

售架构而推出的全新子品牌。

2011 年，英伦汽车品牌

将承担吉利 1/4 左右的销量

任务，目前，全国共有 428 家

英伦经销商，其中 A 级 4S 店
200 家；B 级 4S 店 100 家，运

营状况良好。预计到 2011 年

底，全国英伦汽车授权经销商

将全部完成新的渠道形象再

造工作，英伦汽车品牌将以全

新的渠道形象展示在消费者
面前。在未来的两到三年内，

英 伦 汽 车 还 将 陆 续 推 出
SC5、SC6、SC6-RV、SX5、

SX6、SV5、TXN、IG 等包括
SUV、MPV 在内的十余款车

型，构建完整的产品线。

根据吉利汽车多品牌战
略规划，全球鹰、帝豪、英伦汽

车这三个子品牌都将采用各
自的销售网络体系，针对不同

的消费群体开发不同风格的
产品，通过不同的店面网络形

象，在未来两到三年形成三个

成熟的销售渠道，三个品牌形

象，让经销商能够有序的竞
争，提升吉利销售网络的承载

能力。多品牌战略对于提升吉

利的品牌形象与溢价能力，大
有裨益。

金刚、金鹰 风采依旧

2010 年，吉利英伦汽车

旗下金刚、金鹰系列车型销售
近 10 万辆，累积销售逾 30 万

辆，特别在 2010 年 12 月份，

金刚、金鹰系列车型月销达到
12000 台左右。

作为吉利的新三样产品，

在上市数年后依然能保持旺

销的势头，既说明消费者对自

主品牌汽车的强有力支持，也
说明英伦金刚、金鹰产品性能

稳定，性价比优势突出。

金刚、金鹰系列车型，是
吉利精心打造的基于国际先

进的底盘技术而开发的一款

全新轿车，创造了精品家庭轿
车选择的新视角。刚性十足的
车身设计、晶钻造型、仿生鹰
眼大灯、凌厉的车身腰线等彰
显着金刚、金鹰系列车型独特

的个性魅力。而精工细琢的造

车工艺、完善的人性化配备，

41-43 分贝的怠速噪音、C-

NCAP 四星级安全标准设

计、排放达到国 IV 标准等卓

越的产品品质，成就了金刚、

金鹰系列产品在经济型轿车

市场的持续旺销。金刚、金鹰
系列归属英伦汽车品牌，将对

其销量起到中坚作用。

(专刊记者 邵明习)

英伦汽车品牌整合进入收官阶段

本报讯 全面办理二

手车相关业务，引入 268V

二手车标准化检测系统，可

在 30 分钟内检测完一辆二

手车，准确率达 100%

临沂地区二手车买卖

靠所谓的行家看车日子已

经成为历史，近日，远通二

手车交易市场业务大厅正
式启用，引入 268V 二手车

标准化检测系统，彻底结束
了人眼看二手车的历史，在

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现在，在交警部门的大

力支持和帮助下，远通二手
车交易市场，现已开始全面

开展二手车置换、收购、

销售、寄售、过户、转

籍、违章处理、车辆年

审、驾证审证等业务，规

模目前处于临沂市领先水

平。今后消费者可以放心

到这里进行新旧车置换、

二手车买卖，并办理过户

转籍等一切相关手续。

同时，远通二手车交
易市场负责人还向广大客

户承诺，远通二手车交易
市场坚决不制假、不售
假、不存假、不欺诈，做

到公平竞争。

(专刊记者 王文卿)

本报讯 近日，为让

更多的用户了解高级微客

长安金牛星的魅力及其卓

越品质，长安商用在临沂

长安旗舰店，成功举办了

“长安金牛星智勇大冲
关”趣味竞技比赛。

此次活动规模大、趣

味性强，同时让更多的用
户了解了高级微客长安金

牛星。并且依托长安金牛

星这个高端微客品牌，以
厂家与消费者互动的形式
更为深刻的诠释了长安微
车的品牌内涵。长安微车
正在努力践行的“一家一
户一长安”品牌战略必将

越来越深入人心！

(专刊记者 王文卿)

本报讯 3 月 19 日，

东风悦达起亚 K5 临沂地区
试驾会在盛能游乐园的卡

丁车场成功举行。此次试
驾会是 K5 上市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通过对 K5 的亲身

体验，本地主流媒体朋友
及部分意向客户朋友对 K5

的优异都表现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

当天在试驾场地，众

多试驾者一睹东风悦达起
亚 K5 的风采。单从外形上

看，它已经有了中高级车

的范儿， 4845mm 的修长

车身、 2795mm 轴距也印
证了 K5 的中高级车风范。

在车内，记者感受到 K5 的

后排空间十分宽敞，腿部

空间足够，而双天窗的设

计也为后排提供了开阔

感。

经过简单的了解后，

记者驾驶着 K5 在赛道上行
驶。试驾中记者感受到，

K5 的发动机噪音很小，在

车内几乎听不到声音传入；

另外发动机动力充沛，转向

很轻盈，操控性能非常好。

经过几圈驾驶之后，K5

的不凡动力和科技内涵给
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外形
是其亮点之一，而后排宽敞

的空间也为其增色不少。智

能电脑显示、换挡拨片、

ECO 节能提示等科技配置，

也显示出K5 的非凡魅力。

(专刊记者 邵明习)

本报讯 3 月 19 日，远

通集团福华福特店内欢声

笑语，宾客满堂，2011 款福

特蒙迪欧致胜 2 . 0T 上市发

布会在这里隆重举行，临沂
市各大新闻媒体、福特汽车
的新老客户，现场一百多名

来宾共同见证了这一隆重

的时刻。

作为长安福特的旗舰

车型，福特蒙迪欧致胜自
2007 年上市以来，短短四年

时间就以其领先的安全性、

乘坐的舒适性和精准的操
控性获得广大用户的喜爱

和青睐，2 . 0T 发动机和 6

速自动双离合变速器的
2011 款蒙迪欧致胜必将引
领车坛新潮流，再创销售神

话！ (专刊记者 邵明习)

长安金牛星“智勇大冲关”品鉴活动开幕

“韩流”来袭 试驾全新东风悦达起亚 K5

福特 2 . 0T 蒙迪欧致胜登陆临沂福华

远通二手车交易市场业务大厅正式启用

盛世比亚迪举行 F0 尚酷 2011 版上市品鉴会

本报讯 3 月 20 日下

午，临沂市易通汽贸盛世比
亚迪 4S 店隆重举行了“全

新 F0 尚酷 11 版”上市品鉴
活动！

作为新一代高端成熟微
轿，比亚迪 F0 自上市以来

屡创佳绩，其中最具有含金

量的是“中国微型车品牌满

意度、新车质量满意度双冠

王”、“全国节油总冠军”、“全

国微轿销量冠军”和“最受消

费者喜爱的微轿”。

“时尚、精品、高端”全新
F0 尚酷 11 版的上市将引领

新一代微轿典范！创造更多

的销量奇迹，赢得消费者的
信赖，得到更多的赞誉！

(专刊记者 王文卿)

看准论坛型号 选轮

胎，首先观察轮胎上的标
识非常重要。车主购买轮

胎一定要认清轮胎生产时
间和轮胎“ CCC 认证”标
志。其次，了解轮胎的耐

磨能力通过耐磨系数来

定。

必须匹配车型 家庭

轿车选择轮胎首先看规

格，不同车型有不同规格
的轮胎。同时，轮胎上都有

一个最高速度参数告诉消

费者轮胎所能承受的最高
速度是多少。专家建议要
选择高于汽车最高时速的
轮胎方可保证安全性能。

轮胎花纹不容小觑

车主需要了解各款花纹的
性能，比如对称花纹型轮

胎性能均衡，但就操控性
和舒适性而言，就不如非

对称花纹型轮胎。当然，

如果选择一款单导向花纹

的轮胎，车辆的制动性会

有显著的提高。

(专刊记者 邵明习)

选轮胎 有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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