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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
经销商：杭州百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人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5157117990
地址：萧山区金城路2717号

别克＜＜
经销商：浙江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工作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7711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668号

广汽三菱＜＜
经销商：浙江博菱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其中2月19日—2月21日，
销售、售后有少量工作人员值班 。
值班时间：8：00—16：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28353030
地址：滨江区江陵路88号（滨康路与江

陵路交叉口）

雷诺＜＜
经销商：杭州丰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21月15日—2月18日电话人员值班，2
月19日起公司销售、售后有人员值班，2
月22日起公司正常营业。
售后热线：0571—82692158
地址：萧山区新塘街道萧绍东路66号

北京现代＜＜
经销商：浙江金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全公司放假，2月
22日起正常营业。
值班时间：8:3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15869115000
地址：萧山区萧杭路43号（五七路口）

经销商：浙江元通通达汽车有限公司
2 月 15日—2月 18日公司全体放假。
2 月 19 日—2 月 21 日，销售、售后均
有人值班。2月22日起正常营业。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605812999
地址：萧山区利华路858号

东风雪铁龙＜＜
经销商：杭州萧山万兴旅游汽车有限公司
2 月 15 日—2 月 22 日放假，2 月 23
日起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
后均有人值班。
营业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8058184008
地址：萧山区萧绍东路107号

一汽丰田＜＜
经销商：杭州康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2月 15日—2月 21日放假，2月 22日
起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
有人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9901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698号

广汽丰田＜＜
经销商：浙江千骅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 。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值班人员。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22893333
地址：萧山区宁围街道宁牧村通北路
151号

东风悦达起亚＜＜
经销商：杭州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 15日—2月 22日放假，2月 23日
起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
有人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606778
地址：萧山区市心北路市民中心北侧

Jeep（吉普）＜＜
经销商：杭州菲驰Jeep旗舰店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 。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工作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5356712271
地址：萧山区金城路2669号

一汽马自达＜＜
经销商：浙江孚达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18日全体放假，2月19
日—2月21日起有销售和售后值班，2
月22日开始正常营业。
售后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8967131610
地址：萧山区新城路988号

长安马自达＜＜
经销商：浙江裕菲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 。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少量工作人员值班，可到店维修购车 。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5858103623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479号

广汽本田＜＜
经销商：杭州广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899988
地址：萧山区通惠南路1369号

经销商：杭州长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8：0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82703300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3081号（新农都
往西200米）

斯柯达＜＜
经销商：杭州振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2月16日—2月18日全体放假，2月19
日起销售、售后有少量工作人员值班 。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57173555
地址：萧山区亚太路128号

上汽大众＜＜
经销商：杭州萧山浦发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
2月16日—2月18日全体放假，2月19
日起销售、售后有少量工作人员值班 。

（以抢修为主）。
值班时间：9:0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57579799
地址：萧山区亚太路128号

经销商：浙江中汽实业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0日放假，2月21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有少
量工作人员值班 。
值班时间：8：0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806504421
地址：萧山区萧绍东路120号

东风日产＜＜
经销商：东风日产东风南方通惠专营店
2月13日—2月22日放假，2月13日—
2月14日、2月19日—2月22日店内安
排值班，2月23日正常营业。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销售热线：0571—22801777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22803333
地址：萧山区通惠南路1265号

经销商：东风日产东风南方宁新店
2月13日—2月22日放假，2月13日—

2月14日、2月19日—2月22日店内安
排值班，2月23日正常营业。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529555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1218号（通惠北

路与机场城市大道交叉口）

经销商：浙江东风南方滨安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2月13日—2月22日放假，2月13日—
2月14日、2月19日—2月22日店内安
排值班，2月23日正常营业。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858007131
地址：滨江区滨康路55号

东风本田＜＜
经销商：杭州百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18日全体放假，2月19
日—2月21日，销售、售后均有工作人
员值班。2月22日起正式营业。
值班时间：8:3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17767067991
地址：萧山区新街新城路2667号

雪佛兰＜＜
经销商：杭州米家铭杰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有少
量工作人员值班 。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5990011685
地址：萧山区浙江世纪汽车市场219号

纳智捷＜＜
经销商：杭州华佑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式上班。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人值班。
值班时间：9：00—17：00
售后热线：22678150
24小时救援热线：13735201622
地址：萧山区风情大道339号

多数车主都知道，每年春节期间并不是所有4S店都会提供正常服务。明天就是除夕了，据了解，有些4S店这两天就开始放假，有些年后会提早开工，

有些过节期间会安排人员轮流值班，提供相应服务。也因此，每年差不多这个时候，小编都会帮萧山车主制作一份萧山主流品牌4S店春节作息时间表，以

备不时之需。再提醒一句：每一家4S店的24小时道路救援服务在春节期间保持正常“开机”状态。

春节不打烊 看车按这张时间表来
24小时救援电话记记牢以备不时之需

林肯＜＜
经销商：浙江万恒林肯中心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有工作人员
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56171888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与104国道交叉口

奔驰＜＜
经销商：杭州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人值班。
值班时间：8:30—15:00（除夕至大年初三）

24小时救援热线：18967179595
地址：萧山区高新三路333号

经销商：杭州九华汽车有限公司（商务

车）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人值班。
值班时间：8:00—16:30
24小时救援热线：18757106600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2878号

捷豹路虎＜＜
经销商：杭州路德行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日期间，销售、售后均
有人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8072879668
地址：萧山区高新三路333号

奥迪＜＜
经销商：浙江利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展厅有工作人员
值班。
值班时间：9：00—15：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758122119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666号

宝马＜＜
经销商：杭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1日放假，2月22日起正常
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工作
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8:3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575750578
地址：萧山区市心北路589号

雷克萨斯＜＜
经销商：杭州凌通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18日全体放假，2月19
日—2月21日起有销售和售后值班，2
月22日开始正常营业。

售后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8058805879
地址：萧山区新城路988号

英菲尼迪＜＜
经销商：杭州九和特联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全体放假，2月22
日起正常营业。放假期间，可自动为车
主转接销售及售后工作人员24小时值
班热线。
销售专线：0571—87787990
24小时救援热线：18957116946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718号

荣威/MG＜＜
经销商：杭州禾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有少量
工作人员值班 。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693555
地址：萧山区通惠南路1800号

北汽幻速＜＜
经销商：北汽幻速萧山众天店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5333
地址：浙江世纪汽车市场旺园路203号

众泰汽车＜＜
经销商：浙江昱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
24小时救援热线：13588287906

地址：浙江世纪汽车市场2—2号

五菱/宝骏＜＜
经销商：浙江米之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正
常营业。其中2月16日—2月18日全
体放假。2月19日起，销售、售后均有
工作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闻堰店地址：萧山区闻堰街道时代大道
4777号
新街店地址：萧山区新城路2618号

经销商：浙江宝菱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正
常营业。其中2月16日—2月18日全
体放假。2月19日起，销售、售后均有
工作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8058809827
闻堰店地址：萧山区闻堰街道时代大道

4777号
新街店地址：萧山区新城路2618号

吉利＜＜
经销商：杭州豪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
2月13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其中2月13日—14日、2月
19日—22日安排工作人员在店值班。
值班时间：9:00—16:30
抢修热线：13516711443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208号

江铃＜＜
经销商：浙江江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萧山分公司
2月14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有销售、售后有
工作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8：0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51919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2818号

比亚迪＜＜
经销商：杭州卓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萧
山店
1月25日—2月2日放假，2月3日起正
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人值
班。
值班时间：8:30—17: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695270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208号

奇瑞＜＜
经销商：杭州志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4日—2月22日放假，2月23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售后有工作人员
值班（抢修为主）。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5333
地址：萧山区浙江世纪汽车市场203号

长安汽车＜＜
经销商：杭州萧山宏通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放假，2月22日起
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后均有
工作人员值班。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62699
地址：萧山区浙江世纪汽车市场3—7号

广汽传祺＜＜
经销商：杭州孚源汽车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18日全体放假，2月19
日—2月21日起有销售和售后值班，2
月22日开始正常营业。
售后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372524454
地址：萧山区新城路988号

经销商：杭州美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5日—2月21日全体放假，2月22
日开始正常营业。放假期间，销售、售
后均有工作人员值班。
售后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538288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3081号

豪华品牌

][

合资品牌

自主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