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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万车主即将迎来50项特权

金领结之夜雪佛兰车主会启幕

在市中心的繁华商业

广场参加赛车比赛是一种

怎样的体验？近日，雪佛

兰 2020 直通 NASCAR光

速挑战赛在广州雄峰城广

场开战，我们从特技车手

和参赛车迷的口中找寻到

了答案。

郑炜石是CDC中国汽

车漂移锦标赛的现役车

手，参加过多届全国汽车

短道拉力赛/锦标赛。在此

次挑战赛中，他担任车舞

秀表演的特技车手，也是

漂移试乘活动的特技教官。

身经百战的郑炜石，

对于本届活动的指定车型

——科鲁泽的性能和操控

表现赞不绝口。漂移本就

是对失控边界的极限试

探，在郑炜石眼中，科鲁

泽十分容易上手，并且

“加速迅猛、换挡迅速、底

盘扎实，特别是转向精

准，十分适合漂移”。他

说：“在这个价位级别里，

科鲁泽是我开过的最顺手

的车型之一！”

今年28岁的王先生是

资深赛车爱好者。此次挑

战赛中，他有着不俗的表

现。每位参赛者有2圈正

式参赛机会，在第 2圈，

王先生就跑出了最佳路

线，场地中央的大屏幕上

实时显示他的行进轨迹和

圈速成绩，让坐在副驾的

教官连连点头。走下科鲁

泽，意犹未尽的王先生由

衷地竖起大拇指，他说：

“这辆科鲁泽十分好上手，

让我没想到的是，没有改

装过的原厂车型也能如此

灵活，真的让人有很强的

驾驶欲望。雪佛兰的运动

基因果然名不虚传！”

直通NASCAR活动的

举办，拉近了国内车迷和

赛车运动的距离，也让他

们在速度与激情中感受到

雪佛兰深厚的赛道基因和

运动文化底蕴。接下来，

雪佛兰 2020 直通 NAS-

CAR光速挑战赛活动还将

陆续在长沙和东莞上演，

将有更多车迷参与到这场

雪佛兰运动文化活动中，

享受一场酣畅淋漓的赛车

之旅！

（马超寅）

11月16日，上汽通

用汽车别克品牌旗下服务

品牌——“别克关怀”正

式迎来18周年庆。作为

中国第一个汽车服务品

牌，“别克关怀”18年来

始终如一地贯彻“比你更

关心你”的品牌主张，以

主动、专业、高效、尊崇

的优质服务赢得了超过

1100万别克车主的信赖

和口碑。为了回馈广大车

主多年来对别克品牌的厚

爱与支持，“别克关怀”

从即日起推出多重售后大

礼，覆盖线上、线下的全

方位渠道。

自2002年11月诞生

以来，“别克关怀”率先

将汽车售后服务从“被动

式维修”带入了“主动式

关怀”的新时代。此后，

“别克关怀”始终聚焦消

费者的时代需求，并不断

引领国内汽车售后服务新

潮流。

在“别克关怀”品牌

成立18周年之际，针对

用户对线上、线下完整服

务体验的喜好，别克在专

业、优质服务体系的基础

上加快升级，对一站式服

务移动应用iBuick完成版

本迭代，为用户带来更

多、更好的服务体验，如

“随行关怀助理”“实时车

况提醒” “一键式预

约”“上门取送车”等。

在18周年庆活动期

间，“别克关怀”将为车

主解锁多款售后优惠“礼

包”。别克车主可通过会

员 商 城 （别 客 汇 及

iBuick）享受三人团购秒

杀礼包和99元专享优选

礼包，获得实惠、丰富的

用车养护产品、抵用券和

售后服务。 （史呈捷）

到老特拉福德现场为到老特拉福德现场为

红魔曼联助威红魔曼联助威、、去迪士尼去迪士尼

度假区游玩度假区游玩、、为为iGiG战队现战队现

场加油……这些都是雪佛场加油……这些都是雪佛

兰车主即将得到的特权兰车主即将得到的特权。。

1111 月月 1414 日日，，金领结之夜金领结之夜

20202020雪佛兰车主亲友荟在雪佛兰车主亲友荟在

上海启幕上海启幕。。在这场首次为在这场首次为

全国全国 650650 万车主精心筹备万车主精心筹备

的盛宴上的盛宴上，，雪佛兰不仅发雪佛兰不仅发

布了布了5050项车主特权和雪佛项车主特权和雪佛

兰官方认证二手车平台兰官方认证二手车平台，，

还现场展示了超级跑车科还现场展示了超级跑车科

尔 维 特尔 维 特 CC88、、 开 创 全 球开 创 全 球

SUVSUV 历史的历史的 SuburbanSuburban、、全全

尺寸尺寸SUVSUV之王之王TahoeTahoe等一等一

系列传奇车型系列传奇车型。。

回顾雪佛兰在中国发回顾雪佛兰在中国发

展的展的1515年年，，上汽通用汽车上汽通用汽车

总经理王永清表示总经理王永清表示：：““自自

20052005年进入国内以来年进入国内以来，，雪雪

佛兰凭借日益丰富的全球佛兰凭借日益丰富的全球

重磅产品布局重磅产品布局、、扎实完善扎实完善

的服务体系的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中不断满足中

国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国消费者的用车需求，，赢赢

得了广大车主和粉丝的认得了广大车主和粉丝的认

可和厚爱可和厚爱。。未来未来，，雪佛兰雪佛兰

将以领先科技将以领先科技、、前瞻设前瞻设

计计、、创新服务为本创新服务为本，，将更将更

多包括新能源车型在内的多包括新能源车型在内的

全球重磅产品引入中国市全球重磅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场，，全面呈现未来产品的全面呈现未来产品的

高端化高端化、、电动化和智能电动化和智能

化化，，带给中国消费者更纯带给中国消费者更纯

粹粹、、更原汁原味的雪佛兰更原汁原味的雪佛兰

用车体验用车体验。。””

在在 1515 年的发展历程年的发展历程

中中，，雪佛兰始终以雪佛兰始终以““客户客户

至上至上””为宗旨为宗旨，，深入洞察深入洞察

客户需求客户需求，，致力于为客户致力于为客户

带来更优质的用车体验带来更优质的用车体验。。

本次金领结之夜公布的本次金领结之夜公布的5050

项 车 主 特 权 包 括项 车 主 特 权 包 括 44 大 类大 类

别别、、77 大系列大系列，，涵盖迪士涵盖迪士

尼尼、、曼联曼联、、iGiG战队等多个战队等多个

品牌知名合作伙伴的平台品牌知名合作伙伴的平台

资源资源，，以及以及 UU··CLUBCLUB 会会

员特权和各类官方活动体员特权和各类官方活动体

验权益验权益。。雪佛兰车主可以雪佛兰车主可以

兑换上海迪士尼门票兑换上海迪士尼门票，，尊尊

享迪士尼贵宾服务享迪士尼贵宾服务，，还能还能

收获独家放送的秋季奇跑收获独家放送的秋季奇跑

迪士尼名额迪士尼名额；；而由雪佛兰而由雪佛兰

官方主办的陆上飞行秀官方主办的陆上飞行秀、、

直通直通 NASCARNASCAR 挑战赛等挑战赛等

系列活动也为车主量身定系列活动也为车主量身定

制了亲临现场的席位制了亲临现场的席位。。只只

要成为雪佛兰车主要成为雪佛兰车主，，你就你就

可以加入可以加入 UU··CLUBCLUB 车主车主

俱乐部俱乐部，，享受各类用车享受各类用车、、

养车礼遇养车礼遇。。从从20212021年年11月月

11日起日起，，雪佛兰雪佛兰5050项车主项车主

特权将正式生效特权将正式生效。。

盛会上盛会上，，雪佛兰还发雪佛兰还发

布了雪佛兰官方认证二手布了雪佛兰官方认证二手

车平台车平台，，将凭借权威的官将凭借权威的官

方二手车平台方二手车平台，，提升雪佛提升雪佛

兰品牌认证车价值兰品牌认证车价值。。后后

续续，，雪佛兰将在全国雪佛兰将在全国1717个个

重点城市推进二手车网点重点城市推进二手车网点

布局布局，，通过完善雪佛兰二通过完善雪佛兰二

手车零售管理体系手车零售管理体系，，实施实施

二手车评估师认证二手车评估师认证，，让二让二

手车交易更安心手车交易更安心。。

近年来近年来，，雪佛兰持续雪佛兰持续

品牌向上发展品牌向上发展，，全球同步全球同步

产 品 更 新 换 代产 品 更 新 换 代 ，，““ 高 性高 性

能能””和和““全功能全功能””双元产双元产

品阵线布局日渐完善品阵线布局日渐完善；；雪雪

佛兰还陆续推出了佛兰还陆续推出了 77 款更款更

年轻年轻、、更时尚的更时尚的 RedlineRedline

尚尚··红系列车型和红系列车型和 44 款外款外

观更个性化观更个性化、、性能更强悍性能更强悍

的的 RSRS 车型车型，，进一步强化进一步强化

““年轻年轻、、运动运动、、时尚时尚、、科科

技技””的品牌新形象的品牌新形象。。未未

来来，，雪佛兰将全球同步引雪佛兰将全球同步引

入更多重磅产品入更多重磅产品，，大步迈大步迈

向高端化向高端化、、电动化与智能电动化与智能

化化。。

20202020年年，，雪佛兰重磅雪佛兰重磅

推出了推出了SUVSUV旗舰产品开拓旗舰产品开拓

者者，，对中级实力对中级实力SUVSUV新探新探

界者进行全面升级界者进行全面升级，，并新并新

增 了 全 新 迈 锐 宝增 了 全 新 迈 锐 宝 XLXL

535535TT车型车型，，令雪佛兰高端令雪佛兰高端

车型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车型的比重进一步提升。。

包括雪佛兰开拓者包括雪佛兰开拓者、、新探新探

界者界者、、全新迈锐宝全新迈锐宝 XLXL 在在

内的内的22TT99系列采用通用汽系列采用通用汽

车领先的车领先的 Smart PropulSmart Propul--

sionsion 智驱科技智驱科技，，搭载雪佛搭载雪佛

兰兰22TT99黄金动力组合黄金动力组合，，具具

有低扭性能强劲有低扭性能强劲、、换挡平换挡平

顺顺、、节能减排等显著优节能减排等显著优

势势，，进一步满足消费升级进一步满足消费升级

的用车需求的用车需求。。

不仅如此不仅如此，，雪佛兰在雪佛兰在

现场还展示了多款经典车现场还展示了多款经典车

型型，，包括美国国宝级超跑包括美国国宝级超跑

传奇第八代雪佛兰科尔维传奇第八代雪佛兰科尔维

特等特等，，它们完美诠释了品它们完美诠释了品

牌的运动美学及探索精牌的运动美学及探索精

神神。。

20202020年年，，雪佛兰不断雪佛兰不断

丰富新能源及电气化产品丰富新能源及电气化产品

线线，，推出了首款纯电动城推出了首款纯电动城

际轿跑畅巡际轿跑畅巡，，以及科鲁泽以及科鲁泽

4848VV 与沃兰多与沃兰多 4848VV 两款轻两款轻

混车型混车型。。未来未来，，雪佛兰还雪佛兰还

将推出更多新能源车型将推出更多新能源车型，，

为消费者带来高效环保为消费者带来高效环保、、

智能便捷的出行体验智能便捷的出行体验。。

（张庆莲）

雪佛兰2020直通NASCAR
光速挑战赛征战广州

“别克关怀”18周年庆
开启品牌服务新征程

首推50项车主特权
与官方二手车平台

驶向高端化、电动
化与智能化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