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宣言

厦门海翼泰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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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翼泰成秉承“创新、人本、诚信”的理念，致力于
“从优秀迈向卓越，从一流迈向领先”。以市场为主导、以人
才为纽带、以资本为后盾、以品牌为龙头、以服务为准绳，精
益求精，不断进取，力争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提供舞台，
与合作伙伴实现共赢，
融聚无限未来。

企业简介
厦门海翼泰成汽车
是海翼集团的成员企业，
目前旗下经营别克、雪佛
兰、凯迪拉克、一汽丰田、
荣威、名爵等品牌，销售、
售后、配件供应等汽车业
务覆盖厦门、泉州、龙岩
等地，并形成了链条完备
的汽车服务体系。
厦门市的凯迪拉克、
别克、雪佛兰和荣威展厅
集 中 位 于 湖 里 大 道 13
号-28 号路段，拥有超过
2000 平方米的超大销售
展厅和 2000 平方米的售
后综合维修中心，硬件配
备豪华专业、工作团队热
忱周到、一站式服务贴心
周全。提供了整车销售、
汽 车 维 修 、汽 车 装 潢 美
容、汽车金融、汽车保险、
二手车业务及新车挂牌
等与汽车相关的所有服
务。

位于湖里大道的海翼泰成凯迪拉克 4S 店。

厦门海翼泰成
汽车董事长 王观发
厦门海翼泰成
汽车作为海翼集团
的成员企业，始终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积
极回报客户，倡导向
客户销售的不仅是
汽车，更是公司的文
化、服务，以“实现客
户的满意度”作为工
作的目标。并基于
市 场 需 求 、目 标 客
户、竞争标杆，通过
完善的产品布局、高
性价比的亲民优势、
精益的冠军品质，为
消费者打造高品质、
高享受的用车生活。
厦门海翼泰成
会将“认真做事，诚
信做人”的指导思想
坚持到底，秉承“敬
业 、创 新 、高 效 、和
谐”的企业精神，以
“客户百分百满意，
零投诉”作为最高追
求，用诚信维护企业
的形象。

企业才有生命力
服务为本 客户为先

老总声音

海翼泰成凯迪拉克团队的巾帼英姿。
海翼泰成凯迪拉克团队的巾帼英姿
。

2017 年初，扎根厦门车市多年的
泰成汽车牵手海翼集团，成立厦门海翼
泰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主营通用汽车
旗下的凯迪拉克、别克、雪佛兰、荣威等
品牌的销售和服务。依托国企，深耕上
汽通用品牌，厦门海翼泰成汽车本着
“客户第一，诚信至上”的原则，以崭新
的面貌和风范，为厦门市民开启了全新
的有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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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翼泰成的维修技师
专业技能过硬。
专业技能过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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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服务为生命力
多品牌、全方位、精细化

厦门海翼泰成汽车秉承“创新、人
本、诚信”的品牌服务理念，多年征战汽
车市场，深知汽车经销商的产品就是服
务——服务得不到客户的认同，企业就
没有生命力，
就会失去发展的源泉。
为此，厦门海翼泰成汽车制定了
“多品牌”
“全方位”的发展战略。其中，
“多品牌”是企业的发展方向，能够有效
保证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
存，并以规模及协同效应使企业的经营
风险降到最低。而“全方位”是必经之
路，以“全方位”的深耕细作推动企业长
远发展。在“多品牌”与“全方位”协同
作战之余，
“精细化管理”则是海翼泰成
汽车的经营策略，不仅能为客户解决全
方位的用车问题，还为汽车业务经营找

到了多渠道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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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户为中心
诚信、专业、便利

的售后维修保养能力走在厦门乃至全
省的前列。
在完善硬件建设之余，厦门海翼泰
成汽车更组建了一支专家级的维修队
伍，维修技师都通过了上汽通用的直接
培训并颁发证书，为车主们的用车养车
保驾护航。

诚信意味着合理的价格、纯正的
原厂配件和热情真诚的服务态度；专
业意味着技术团队力量和极高的修车
成功率；便利意味着服务项目和水平
以细节打动客户
给客户带来的省心省力体验。将诚
专业高效筑典范
信、专业和便利这“三驾马车”贯彻到
底，是厦门海翼泰成汽车践行高品质
在品牌差异化越来越小的今天，服
服务的基石。
务满意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成为
高品质服务的本质，就是以客户为
了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成为了
中心，满足和超越客户期望，不断建立
车商们的
“必争之地”
。
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售后服务体
为了更好地提升客户满意度，厦门
系。这不但要最大限度地满足顾客的
海翼泰成汽车推出了众多暖心服务，如
需求，做到物有所值，更要努力营造温 “星月服务”，车主可预约晚间修车，在
馨亲切的服务环境，使客户感受到值得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四点之前预约，就可
信赖的星级售后服务。
享受晚间六点至十点半的维修服务；再
厦门海翼泰成汽车拥有获得上汽
如“全程跟踪协助保险理赔”服务，车主
通用评定的全国五星售后服务中心，车
在出险后只需拨打保险理赔专线，就有
间内采购了专业的维修检测设备，包括
专人负责协助车主进行全程保险理赔，
美国通用提供的举升机、车辆故障检测
让车主省事省时省心；还有“24 小时紧
电脑、尾气分析仪、四轮定位仪、轮胎平
急救援”服务，一批经验丰富的维修技
衡机、冷媒加注回收及纯度鉴定器、大
师 24 小时轮班在岗，为有需要的客户
梁校正仪、烤漆房等诸多先进设备。加
随时出发……一系列专业高效的汽车
上完备的配件调配系统、纯正且充足的
售前售后服务，为厦门海翼泰成赢得了
的原厂配件储备让厦门海翼泰成汽车
车主的一致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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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厦门车市
再起风云，厦门海翼泰成
汽车携旗下凯迪拉克、别
克、雪佛兰、荣威四大主
流品牌，重磅推出“诚信
购车月”活动。据悉，活
动形式多样，促销力度空
前，自活动推出后受到了
准车主们的热烈欢迎。1
元首付、12 期分期“0”利
息、特供车抢购……款款
惊喜价，
豪礼送不停。

豪礼知时节 巨惠正发生

厦门海翼泰成“诚信购车月”重磅巨献
装饰，
显得更为时尚。
此外，新车全系配备启停系统，搭载 1.5 升直列四缸
自然吸气发动机，手动挡车型百公里综合油耗为 5.4 升，
而自动挡车型的百公里综合油耗为 5.8 升。这是十分适
合三口之家的第一辆车。3 月 31 日前购科沃兹，首付低
至 2.99 万元，
更有 24 期
“0”利率免息特惠。

凯迪拉克 2017 款 XTS
即时专享 26.99 万元起

风范同行，荣耀十二载，2017 年厦门海翼泰成·凯迪
拉克扬帆起航。为感谢广大客户的支持与厚爱，
厦门海翼
泰成·凯迪拉克隆重推出明星车型——新美式格调豪华轿
车 XTS，即时专享价 26.99 万元起，还可享一年免息等多
种金融方案。
作为凯迪拉克全新定位的大型豪华轿车，外观方面，
XTS 流线型车身长 5131mm，轴距为 2837mm，采用了
20 英寸 11 辐的轮毂及普利司通轮胎。LED 前大灯和安
装在行李箱盖上的扰流板等部件，都展现了其全新的设
计风格。主动式电磁感应悬挂系统的应用显著提高了车
辆的反应速度和精确性。
动力方面，量产版凯迪拉克 XTS 提供两种发动机选
择，其中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可输出 269 马力的峰值功
率，高端 3.6L V6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可达到 309 马力。
与两款车型相匹配的均为 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同时，
2017 款凯迪拉克 XTS 全系增配 4G 无线热点，并更新至
第十代 Onstar 安吉星信息通讯系统，为您提供真正的
移动互联人车合一的优先科技服务。

置，更装备了 ACC 自适应巡航、FCA 前碰撞预警等九大
智慧安全系统，成为昂科威扎实安全的实力保障。搭载
备受好评的“沃德十佳”2.0T SIDI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和 1.5T SIDI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在动力输出与燃油经
济性上达到了出色的平衡。
随着 2017 款车型的上市，昂科威将以更强的产品力
继续夯实别克品牌在 SUV 市场的竞争力，以“强者”的精
神与时代精英共鸣。
即日起购车可享 1 元首付，最高 12 期“0”利率免息
特惠，昂科威 20T 享购置税减免政策，更有超长 5 年安吉
星免费服务。

2017 款昂科威正式上市

雪佛兰精品中级家轿科沃兹

1 元首付，
最高 12 期
“0”
利率免息
2017 款昂科威正式上市，全系阵容扩充至 10 款，售
价 20.99 万-34.99 万元。新车升级搭载 Onstar 车载 4G
LTE，支持 Apple CarPlay 新一代智慧互联系统，并推出
全新玛瑙红外观配色，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强的科技配置
和更丰富的车型选择。昂科威全系标配 ABS+EBD+
ESC+TCS 系统、HSA 坡道辅助系统等十大主动安全配

首付低至2.99万元，
24期
“0”
利率免息
雪佛兰精品全能中级家轿科沃兹，是一款紧凑型新
车，售价 7.99 万-10.99 万元。外观上采用全新家族化设
计风格，前大灯采用了全新的造型设计，整体更加内敛深
邃，而车身侧面上扬的凌厉腰线，简约利落的尾部设计，
突出了新车年轻时尚的风格。内饰方面，新车采用棕、黑
双色搭配，提升了整车内饰质感，三幅式方向盘配以银色

荣威RX5 20T手动互联智惠版

“超屏”
——10.4 英寸高清触控电容屏、
全球最领先的智能
互联系统、配备世界级
“蓝芯”
高效动力科技，
相比 20T 手
动旗舰版，还增加了 18 寸铝合金双色精车轮毂和米其林
轮胎、6 向电动调节主驾驶座、前排座椅加热、侧气囊等多
项豪华配置。3 月 31 日前订购 20T 手动互联智惠版车型，
可免费升级价值6000元的全景天窗。

售价12.88万元，
提前订购享升级天窗

荣威 RX5 自上市以来，凭借互联网汽车新品类及其
自身的高品质，不断惊艳车市，不仅成为爆款和网红的合
体，还以势如破竹的热销局面成为最抢手的 SUV，并连
续 4 个月销量过 2 万辆，打破了合资品牌对中高端 SUV
市场的垄断。
如今，
“爆款+网红”的荣威 RX5 20T 手动版再添新
成员。3 月 13 日，上汽推出荣威 RX5 20T 手动互联智惠
版，仅售 12.88 万元。新车不仅搭载领先同价位产品的

厦门海翼泰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凯迪拉克展厅：
0592-2632888
别克展厅：
0592-6039588
雪佛兰展厅：
0592-5751818
荣威展厅：
0592-6083015
地址：
湖里大道 13-28 号（原厦华电子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