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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于车，尊贵于人。诚信经营不仅是汽车服务企业勇
于面对市场挑战的一份自信，更是企业对客户、对社会敢于
担当的具体表现。无论何时，信达汽车将秉承“信以立足，达
则兼济”
的企业文化理念，
为广大车主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企业简介

企业荣誉榜
●2010-2016年连续7年荣获中国
汽车流通行业经销商集团百强企业称号。
●2011年长安福特服务运营“银
福奖”
。
●2008-2010 年长安福特服务运
营
“铜福奖”
。
●2009-2016 连续 7 年荣获厦门
市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称号。
●2009-2011年度共青团厦门市
委
“青年文明号”
。
●2014 年荣获厦门信达股份 2013
年度优秀团队。
●2014 年福特汽车金融 2013 年
度最佳贡献奖。
●2014 年长安福特华南大区销售
及售后 SSI\CSI 二等奖。
●2015 年厦门市汽车流通协会授
予的
“创建规范经营示范店”
称号。
●2009 年荣获广汽丰田全国十佳
经销商。
●2008、2010、2011年荣获广汽丰
田全国优秀售后服务店。
●2012 年荣获广汽丰田全国优秀
市场营销店。
●2014、2015 年荣获广汽丰田全
国 CR 公关优秀店。

老总声音

厦门市信达汽
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总经理 陈秉跃
“ 信 以 立 足 ，达
则兼济”，这是厦门
信达。无“诚”难以
安身，无“信”何以立
足，秉承这样的企业
文化理念，信达汽车
每新开一家品牌 4S
店，都将“诚信”作为
企业生存发展之本
元。任何企业，若背
离诚信，必将为客户
所抛弃，为市场所不
容。尤其是汽车服
务行业，
“ 诚 信 ”二
字，不仅是千万车主
畅想汽车生活的服
务保障，更是汽车服
务企业在市场浪潮
中乘风前行的金字
招牌。

贴心用车服务
终身免费保养

厦门市信达汽车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简称信达汽车集团）成立于 2013 年
4 月，是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注册资金 11500 万元。信达汽车
集团定位于发展中高端和豪华车 4S
店的经销商集团。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1999 年开
始涉足汽车行业，1999 年至 2002 年，
主要从事汽车进口采购和销售业务。
随着汽车合资国产的高速发展，2002
年开始，信达股份先后在厦门、福州、
济南等地投资设立了 15 家集汽车销
售、维修、配件和信息服务为一体的专
业汽车 4S 店，销售网络已辐射全国 4
个省市 8 个地区，代理了宝马、MINI、广
汽丰田、广汽本田、广汽菲克、东风本
田、长安福特、克莱斯勒、道奇、JEEP 等
近十个国际知名汽车品牌，是福建省
内极具影响力的汽车经销商集团。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信达汽车集团
凭借专业的服务能力，
强大的企业实力
和优良的企业形象，
2010-2016年连续7
年荣获中国汽车流通行业经销商集团百
强企业称号。目前信达汽车集团下属
4S店已经走上集团化运营道路，
汽车板
块日益成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重要
的业务版块之一。

信达广汽丰田工作团队的诚挚服务，
信达广汽丰田工作团队的诚挚服务
，
备受消费者青睐。
备受消费者青睐
。

上市国企实力
购车有保障

特色服务推荐
福特品牌无论是
岛 内 的 机 场 4S 店 、湖
里 4S 店 ，还 是 地 处 岛
外 的 同 安 4S 店 、集 美
4S 店，都严格导入享誉
全 球 的 福 特 Quality
Care 服务品牌认证体
系。此外，更为先进的
钣喷管理及喷漆干磨
化体系，车间透明化管
理系统，以及福特“双
人快保”服务，自动洗
车等每一个先进项目，
无不走在市场前沿，并
在业内始终保持显著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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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找信达，服务到信达。无论是
品牌信誉，还是购车权益，都将得到充分
保障。长达十几年的老店经营积淀，更
是信达汽车立足长远，潜心打造品牌老
店的践行佐证。服务品质、技术实力、人
才储备等各方面优势，不仅让信达汽车
旗下品牌各店成为系统内争相学习效仿
的明星店，同时也让信达汽车毫无争议
地成为了行业内的标杆企业。
信达汽车作为一家具有全国百强实
力的车商，正是得益于年复一年、千锤百
炼的精诚服务，成为了叱咤海西的车界
“泰斗”。从福特全球同步的 QC12 项关
键 流 程 ，到 丰 田 的 细 致 入 微 的“ 丰 田
E-CRB”服务流程体系；从 Jeep“一对一
客户经理制”
“ 晨星守候服务”到 BMW
“悦常在，驾无忧”服务战略，无不显示出
信达汽车集团在服务流程管控上得天独
厚的品牌优势。正因为对提升服务毫不
懈怠的执著，让信达汽车赢得市场，赢得
口碑。同时，旗下各店在各自品牌体系
内更是屡获殊荣与褒奖，甚至成为了全
国经销商争相学习和效仿的明星店、模

范店。由此可见，诚信体系的建设，可谓
名副其实。在汽车服务行业，诚信口碑
的树立，往往意味着对成千上万客户所
作出的服务承诺，品质承诺。而为了能
保质保量地为客户兑现服务承诺，哪怕
花费巨资投入，
信达汽车也毫不吝惜。

终身免费保养
购车享福利

正 是 本 着 一 份“ 精 心 于 车 ，尊 贵 于
人”的服务本元，信达汽车集团创造性地
为广大车主推出爱车“终身免费保养套
餐”，并深受广大客户的青睐。这是一份
选择到信达集团购车才有的尊享福利。
截至目前，在信达汽车集团购车的广大
客户中，选择终身免费保养计划的车主

已经接近万人。自信达汽车集团推出此
项服务以来，每 3 个新购车客户，就有一
名会选择为爱车标配一份这样的“终身
免费保养套餐”，图的就是一份用车的省
心。
“爱车终身保养”是信达汽车服务的
创新，更是为客户量身打造的服务增值
项目。遵循这样的经营理念和逻辑，即
使倒贴成本，也要不惜成本投入。此举
旨在实现服务品质的完善提升。信达汽
车旗下各品牌店不仅在硬件设施方面屡
屡大手笔投入，更在众多资深技术带头
人的努力下，培养出一大批精干的技术
攻关团队。诚信为本的经营让信达汽车
旗下各店积累下了“青年文明号”
、
“守合
同重信用企业”
称号等诸多荣誉。

买车选信达 服务到信达
信达丰田、信达 Jeep 多款新车上市 尊享信达汽车终身免费保养套餐
“新风尚实力三厢”致享 6.98 万元起首发
广汽丰田“新风尚实力三厢”轿车——致享 3 月 18
日率先在厦门信达首发，成为年轻人和他们的家庭第一
台车的首选。致享搭载 1.3L 和 1.5L 发动机，拥有超智能
无级变速箱的高效动力总成，全系标配车身稳定控制系
统、智能节油启停系统等安全和节能装备，市场指导价格
为 6.98 万元起。
致享为自信敢为的年轻新生代而开发，是一款拥有
活力动感的设计美学、出色驾驶乐趣和优异品质的三厢
家轿。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下订并交车的客户，可享受
购置税减半以及首付 1.6 万元起的轻松购车礼。

“焕芯出发”
雷凌Tubro享
“0”
利息
“0”
购置税
雷凌 Turbo 搭配丰田全新开发的 1.2T 直喷涡轮增
压发动机，它和 S-CVT 超智能无级变速箱形成“TS 铂金
动力组合”，拥有高效动力总成，实现高于 1.8L 的强劲扭
矩输出，而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5.4L，同时具备丰田独有
的高可靠性和易维护性，不易积炭、不烧机油，维护周期
与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同。此外全系标配车身稳定控制系
统、牵引力控制系统和上坡启动辅助控制系统主动安全
套装，以及智能节油启停系统。
三月份在厦门信达汽车购买雷凌 Turbo，尊享“0 利

息”
“0 购置税”活动政策：即乐享购置税全免优惠、金融
按揭 5 万 18 期 0 利率和到店试驾获精美好礼等多重优
惠，
以上补贴先到先得。

专业级 SUV 全新指南者灵活金融方案
全新一代 Jeep 指南者打造“外刚内柔、超级家值”：
64%高强度钢材车身、同级更完备的电子安全配置、小
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对速度的掌控，用“外刚”将同级入
门车型的安全感提升到全新的高度之上；由四轮独立自
适应减震系统和四轮独立悬架组成的动态底盘、同级更
大面积一体式 10 毫米厚度软包内饰、同级更佳的低于
60 分贝的日常驾驶环境之下宁静座舱，以“内柔”重新书
写了超乎入门级车型想象的品质感。它成为“17 万-20
万元专业级新中产家庭 SUV”市场的“超级家值”之选，

让鲜活而高品质的生活一“部”到位。
全新 Jeep 指南者上市初期，同步推出两套灵活金
融方案：①30%首付，36 期超长贷，月供轻松还；②最高
100%车价全额贷款，首付“0”压力。

超驾趣 SUV 全新自由侠享 12 期“0”
利率
全新 Jeep 自由侠将菲克集团内以 Jeep 为代表的
76 年美系专业 SUV 的四驱血统和以菲亚特为代表的拥
有 117 年欧系运动小车的操控基因重组，造就了专业级
超驾趣 SUV——全新 Jeep 自由侠，凭借同级内超高的
回头率、高性能、高安全及专业的全路况能力，为都市年
轻族群提供超级驾趣体验，满足年轻人渴望表达自我和
对生活追趣的心态，
给你一步到位的高起步生活。
即日起，预定全新 Jeep 自由侠尊享 12 期“0”利率金

融专案，
首付 2.8 万元起，
最低日供 92 元。

终身免费保养套餐 信达汽车购车福利
信达汽车本着“精心于车，尊贵于人”的服务本元，创
造性为广大车主推出爱车“终身免费保养”。一份选择到
信达购车才有的独家尊享购车福利。
信达汽车终身免费保养套餐五大好处：
①新车购买时一次投入价格优惠，且终身免费保养
费用可与车价捆绑一起按揭；②选择此计划能用当下最
低价格，把爱车终身保养一站搞定；③品牌 4S 店厂家原
厂技术配件支持，保养过程与维修厂有本质区别，服务品
质更有保障；④终身保养随车不随人，当您哪天想要换
车时，二手车将变得更加保值；⑤终身保养服务项目包括
机油、机滤与更换的工时，
拒绝玩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