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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 ! 首家悍马二级城市专卖
店"""河南鹏润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在郑
州开业#

悍马中国总代理执行长官段赵闽介
绍!目前悍马在中国有

"$

家正式授权的经销
网点!河南仅此一家# 在二级城市首选河南
郑州建店!一是看中了河南正在迅速增长的
经济实力!再是看中了河南鹏润的开拓事业
的实力#$ 我们现在正大力在国内推广悍马!

将会围绕悍马品牌的特性进行一些有针对
性的活动#目前悍马在河南销量可能达到

%#

台#%在问及悍马在河南的销售计划时!段赵
闽笑了笑说#

现场一位外地专程赶来的李先生!提
到了河南鹏润开业后第一台悍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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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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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据河南鹏润销售部经理崔伟介
绍&$ 我们是经授权的正规悍马经销商!能
够提供针对悍马专业保养'维修'理赔等
服务#以后河南的悍马车迷们能非常方便
地欣赏到悍马!也不用因保养维修每次总
往外地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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悍马强势登陆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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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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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河南锦程
汽车荣威

,-

店开业#

河南锦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威介绍! 荣威

!$#

系列自
"##!

年上
市以来!凭借悠久的品牌历史'贵雅大气
的设计风格'精致细腻的内饰以及丰富实
用的配置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河南锦程本着$ 为员工创造学习机会!

为员工创造发展平台% 的科学管理理念!开
创$ 走出去!引进来!不破不立%的经营风格!

吸纳大量优秀人才加盟企业# 截至目前!已
拥有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才

$#

余位!形成
了一支有着$ 亮剑%般意志坚强'同仇敌忾'

不抛弃'不放弃'追求卓越的经营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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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锦程汽车
荣威,-店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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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广汽丰田富达航海路店获悉!

近期新上市不久的雅力士小型车!以其经
济'灵活的特点!特别受消费者青睐# 随着
小型车日益火爆!其安全性也受到空前的
关注#

目前大多数小型车基本配置了前盘
后鼓的制动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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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位刹
车灯等!但这还不足够#作为国内高端精
致小型车代表的雅力士! 采用的是先进
的

01-5314610

控制系统 ! 能够帮助驾
车者在各种路况上都保持良好的车辆制
动!做到制动有力'性能稳定# 据有关资
料显示! 在超过

+"78 9:;<

的车速下进行
制动 !

10

刹车辅助系统有时可减少多至
'78 :

的制动距离 # 据记者所了解 !目前
这一$ 黄金组合%在小型车中只有雅力士
有配置#

雅力士采用丰田独有的
=>0

车身技
术 !在使用高张力钢板的同时 !采用

.03

技术 !开发出具有$ 可吸收力的车身 %和
$ 高强度车厢% 双重保护的车身构造!在
车辆发生撞击时! 车身和高强度驾驶室
能够有效吸收碰撞能量! 并将其分散至
车身各部位骨架! 从而将驾驶室变形降
低到最小程度! 确保座舱中驾乘者的安
全# 正因为如此 !雅力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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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
获得了五星级的业绩! 成为小型车中安
全性能的佼佼者#

此外!雅力士配备了儿童坐椅固定装
置和儿童安全门锁!这也为安全性加分不
少#

B!!!!!!!!!!!!!!!!!!!!!!!"#$%

!&'() "#$

光勇!张姓!祖籍新郑!车痴#

幼时!光勇问道于师&中专之科
目!有专司汽车者乎(对曰&无!仅火
车班而已# 光勇甚憾# 后!光勇就读
于北京物资学院#

学业毕 ! 铭少时车梦 ! 遂返
豫!迁居郑州!从业省机电# 此后!

日日与车为伍 # 初 !凡污垢之车 !

前辈皆避之 !唯光勇趋之 !拭之 !

经年不辍#

省机电大院!诸多车辆错乱!无
规可循# 人穿行此中!若走迷宫# 光
勇好事!讨得钥匙!一一摆之!整齐
而路明#上赞其勤!光勇笑曰&无他!

仅喜之而已#

至
+(((

年! 光勇辞职省机电!脱
藩篱!入市场!仍痴汽车!售捷达#彼!

北环机电车市之势! 桑塔纳为翘楚!

人喜之!捷达'富康列左右!问者少#

当年七月某日正午!暑!一先生
欲购桑塔纳!途径捷达!光勇拦之游
说!直至均汗流浃背!以毛巾拭之!

不止言# 光勇曰&捷达如此!桑塔纳
如何!君可前往睹之# 先生前往!果
然#如此三次!男士信服!不多言!购
捷达#

又有偃师先生! 本意在面包#

然!终驾捷达# 款不齐!携光勇连夜
赴偃师!取之#两人竟成好友#今!光
勇已成裕华金阳光之掌门! 然现身
展厅之中!熟人惑!叹曰&君据此!为
何( 光勇笑!不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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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北京现代进驻!视
河南为三级市场!堪忧# 光勇出马!

居销售经理之席#初!苦修内功!不
为外人道# 后!凌厉出击!势不可
挡#

年终!光勇接通知 &裕华金阳
光乃中南'西南'西北三区第一# 董
事长李广亮获悉!大喜!曰&吾将以
一车犒赏# 后!车未兑现!光勇官升
一级!为副总#

猛夫背后有贤妻# 时!凡光勇
加班夜归! 妻总抱小女 ! 迎于门
口# 谈及此!光勇强掩酸楚!曰虽
幸乃愧#

"##,

年!裕华金阳光销车近三
千!跃北京现代全国销量之首# 至
此!罕见对手# 业绩缘何如此之猛(

光勇要诀&养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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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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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许昌'新
乡店接踵开业!人皆分流# 光勇从
头再来# 每立于展厅!细加观察!凡
员工有不足处! 常唤之无人处指
正# 逢节日!常授金于领班!曰&有
家不在郑者!汝可率乐# 逢车展!有
空即往!与员工同食共甘#

业余! 光勇常与员工赛球!年
轻人让之!光勇觉!自愿走外线!以
传球'捡球为乐!$ 与之同乐!亦不
可扰之# %

偶自嘲!乃曰&鄙人做员工!常
揣测领导之颜色!今做领导!又需
察员工之颜色!苦矣#

如今!已营车十年 !常以汽车
人自居# 问及不做汽车!将何以为
业( 答曰&未知# 问及裕华金阳光
河南之位置!亦答曰&未知# 然叹
曰&车市太平难恒久!需时时自敲
警钟#

车痴张光勇

雅力士安全性盘点&

一样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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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季什么最火(超过
%*

摄氏度的
室外温度( 让无数球迷疯狂的欧洲杯决
赛( 还是票房超过一亿的) 功夫熊猫* (

都不是+来到位于花园路与开元路交
叉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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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驰
,-

店看看&热线电话响
个不停! 到店客户争相咨询活动细则,销
售顾问向顾客讲解促销优惠细则'赠送小
礼品'登记客户资料等等"""点燃今夏火
爆激情的源头正来自那里+

今夏热销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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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驰作为
精品微轿!备受消费者青睐# 自国内上市
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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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驰获奖多达
,"

项!曾
+(

次获
得$ 最佳微型轿车%奖项!在外观'发动机'

操控及刹车'坐椅'制热制冷和通风系统'

音响系统等方面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微型
轿车!而价格却在普通消费者能够承受的
范围之内#

!

月新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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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驰国
E

车完全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时尚经济同
时!也将环保进行到底#

如今! 新增
+*

项金装配置后的
#*

款
-A0BD

乐驰不只实现了产品的价值升级!

价格更是惊人优惠# 据了解!河南通广汽
贸现在举办的$ 买车送

$

折车险%的盛大优
惠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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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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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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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间!到河南通广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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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驰售点购车订车用户!除了价格
优惠外!还可享受到超值$

$

折车险%服务!

让您在省钱的同时再省钱!从而将最最实
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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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开回家+ 活动期间!凡到
店的客户均有精美礼品赠送,如此的厚礼
定会让您轻松抱回超值的$ 国际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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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驰国F车
夏季热销掀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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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快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