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
注皇冠! 据统计"自一汽丰田推出佟大为代言
的皇冠广告#并发起$春季营销攻势%以来"到
店试驾皇冠的人数比平时增加了 !"#倍!在皇
冠的购买者中"$#岁以下客户所占比例创下
全新纪录! 众多迹象表明"在高级车领域率先
发起$年轻化%潮流的皇冠"正在赢得主流消
费人群的更多好感" 为今年下半年的持续热
销奠定了基础!

自 %$代皇冠上市以来" 一汽丰田就开始
主打年轻牌" 通过商品与价格的精准定位以
及一系列富有创意的市场活动" 成功获得年
轻商务精英的青睐"$大皇冠% 成为新兴财富
人群成功路上的第一款梦想之车!

今年 $月"一汽丰田隆重推出由佟大为代
言的皇冠广告" 向年轻消费者发出 $等你一
试%的邀请! 同时"一汽丰田各 &'店推出$试
驾皇冠嬴 ()*+%大型抽奖活动"以及购车零利
率#置换返现金等优惠措施"打响了春季营销
攻势!

从近期代表作&奋斗'#&婚姻保卫战'等可
以看出"佟大为青春#阳光#善良的形象与皇
冠年轻#动感#活力的特质完美融合(佟大为
塑造的人物大多事业与家庭并重" 品味高雅
且富有责任感" 与皇冠大气儒雅的品牌形象
及代表皇冠车主的$雅仕精神%高度契合(充
分体现了皇冠车主感情丰富# 时尚鲜活的生
活方式!

在广告的全面覆盖与 &'店优质服务的配
合下"$个月来" 到店试驾的人数与皇冠的销
量同步增长!

!"#$%& 六月"是童年的摇篮"

六月"是童年的梦乡"六月"是童年的太
阳"六月"是小朋友们最开心的日子!为迎
接即将到来的六一儿童节"#月 !,日海
口世博奥迪特别邀请了车主及其孩子们
在海南新国宾馆举办第三届儿童才艺晚
会! 在整个晚会上"作为$六一%的活动主
角" 众多小朋友们踊跃登台表演才艺"歌
舞表演# 诗朗诵等精彩节目一一展现"晚
会期间还有小朋友展示了流利的英文水
平"充分体现了海南作为$国际旅游岛%汇
聚国际文化迎$八方天下客%的元素!

据介绍" 本次活动的主旨是培养孩
子们通过对才艺的表演" 激发对表演的
兴趣-同时"也让孩子与家长之间"做更近
一步的亲近与了解-在车友朋友们一边用
餐一边观赏小朋友们精彩的表演之后"

一组由两位小朋友组合的$毛毛虫%乐队
为此次晚会画上了完美的句点! 在活动
的末尾"经过现场评委的共同合力"评出
了晚会节目的不同奖次!

据了解" 此次晚会是海南世博奥迪
举办的第三届儿童才艺晚会" 奥迪的服
务在于更多的为客户创造关于美好生活
的氛围! 一个心仪的周末和家人#朋友一
起陪伴小朋友放飞心情"尽情游戏"享受
一段难忘的轻松时光" 也是海南世博奥
迪为给车友客户营造欢快祥和的家庭气
氛的一份- 活动当晚"世博店更准备许多
精美礼品" 以表扬小朋友们的积极参与
与优秀表现" 一同参与的爸爸妈妈们也
都在活动中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乐趣-

!"'

!.%%年 #月 $%日" 第五届海南
热气球节新闻发布会正式召开"发布会上"主
办方宣布嘉华控股正式成为此次海南热气球
节全程赞助企业! 据记者了解"此次嘉华兄弟
赞助海南热气球节是海南汽车行业唯一一家
汽车经销商集团赞助企业!

发布会当天" 嘉华兄弟携手海南省慈善
总会发起的向先天性心脏病儿童慈善募捐行
动也于当日启动"作为活动主发起者"嘉华兄
弟在沟通会现场宣布向海南省三名患先天性
心脏病的儿童进行手术捐助" 并宣布即日起
至气球节结束" 嘉华兄弟将发动旗下各品牌
店以及嘉华兄弟所服务的岛内 ,万客户共同
参与到此次慈善募捐行动中来!

嘉华控股华南区相关领导出席了此次媒
体沟通会" 并且发表重要讲话)$!.%%年对于

嘉华来说很有纪念意义的"一方面"是嘉华控
股进驻海南汽车服务市场的十周年" 十年前"

嘉华控股在海南建立了第一家广汽本田 &'

店(而 /月 %$日"嘉华则更将迎来$嘉华兄弟%

汽车服务品牌以及 0/111全岛全功能服务热
线正式发布一周年之际! 十年来"对于一步步
引领海南汽车流通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嘉
华控股来说"领先"就意味着一种责任! %

据悉"在过去十年"嘉华在企业不断发展
的同时" 也在积极的回馈社会" 热心社会公
益" 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 尤其在去年 %.

月海南遭遇的特大洪涝灾害中" 嘉华控股在
自身严重受灾的同时仍捐资百万用于救灾!

并且" 将嘉华兄弟 0/111全岛全功能服务热
线改为爱心捐款热线" 呼吁社会各界奉献爱
心"共建家园!

!"#$%& 据节能惠民政策规
定"凡是目录中的车型"全国范围内的
消费者在购买时"都可享受国家给予的
每辆车 $...元的补贴! 各大汽车经销
商纷纷表示"这些进入目录的车型消费
者关注度与市场热销度都比此前大幅
度上涨! 在汽车下乡#购置税减免等利
好政策已相继退出车市的情况下"$节
能产品惠民工程%是消费者唯一能从中
捡到$便宜%的一个购车时机!而且"和这
些车型普遍价位在几万元的价格相比"

$...元优惠是一个不容错过的机遇!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对销量的推动
作用显而易见" 国家的这一优惠政策更
旨在通过促进节能汽车的研发与消费"

最终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在政策与市
场的双重推动下" 各大厂商大力研发实
践!通过多年的自主研发"长安汽车已掌
握了一系列新能源汽车关键核心技术"

获得相关技术专利 %&&项" 其中发明专
利 #!项! 在混合动力和电动车领域"形
成了一整套关键零部件研发及制造能
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长安轿车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助阵
产品开发" 并将先进的节能技术应用于
轿车" 成就这些节能轿车的车市辉煌!

!../年推出的*.级微轿奔奔" 凭借靓
丽的外形#宽大的空间#出色的燃油经济
性等优势"一度月销过万($三好学生%悦
翔一上市"就以$好看好开好省油%的形
象深得人心"成为市场热销车型(集合中
级车空间优势与智能系统设计的
23$."搭载 '44智能节油系统"尤其适
合走走停停的城市路况"在城市拥堵路
段中"相比同排量普通车型最高可以节
省 %#5左右的燃油! 而集轿车#'67#

8)7等多种优点于一身的 23!." 优化
的传动和变速系统让其在节能方面表现

非常出色"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油耗信息"

其综合油耗仅为 /"#9:%..;<!

节能环保一直是长安汽车的产品特
性"也是品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安
汽车一直践行着 $绿色长安% 的庄严承
诺"!.%.年$绿色#科技#责任%成为决定
长安企业发展方向的三个关键词! 在近
期发布的新能源愿景中" 长安汽车称未
来将实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销量超过
%..万的目标"并达到油耗在 !.%.年基
础上实现降低 &#5"碳排放减少 &#5!

此次长安全系车型入选节能惠民
目录" 是长安轿车在节能环保领域深
耕细作的必然结果"经济实用#环保节
能的轿车也是汽车消费的未来之势!

而近期坊间纷纷传闻" 惠民政策或将
下月取消!$...元的优惠补贴"对有购
车计划的人来说" 是最后一个难得宝
贵的购车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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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讯

!"#$%& 今年 1 月 % 日起"

我国将全面实行乘用车第四阶段排放
标准"即国!排放标准!凡排放不符合
国!排放标准的新车" 将无法进入工
信部的新车目录!

据了解"早在今年年初"国家环保
部就下达了 &关于国家机动车排放标
准第四阶段限值实施日期的复函'"

&复函'对于不同车型实施国!标准的
时间给了明确的规定! &复函'中要求"

除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外"对&车
用压燃式# 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
汽车排放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
*国三#国四#国五阶段+'*= >%1/0%?

!..#+中规定的其他车型"按时实施国
!标准" 即从 !.%%年 %月 %日起"凡

不满足国!标准要求的车用气体燃料
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不得销售和注册
登记!对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暂
定推迟一年实施国!标准! 即从 !.%!

年 %月 %日起" 凡不满足国!标准要
求的压燃式新车不得销售和注册登
记( 不满足国!标准要求的压燃式新
发动机不得销售和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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