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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克萨斯
杭州凌通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2月15日

—17日期间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
作范围为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8058805879
地址：萧山区新城路988号

宝马
①杭州宝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月 11日—2月 17日放假，均有销

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检修
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2268 9999/

18969050915/13575750578
地址：萧山区市心北路589号

②杭州萧山时代骏宝行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2日放假，2月13日
—2月17日营业（其间，售后工作范围为
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2月18日全面正
常营业。

值班时间：8:30—17:30
事 故 关 怀 热 线 ：18658187599

18658189399
地址：萧山区义桥镇时代大道6188号

（东方文化园往南1公里）

奥迪
浙江利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其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
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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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驰
①杭州星宝行汽车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检
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8967179595
地址：萧山区高新三路333号

②杭州中升星宏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 月 11日—2月 17日放假，均有销

售、售后值班，其间，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
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2月 11日—2月 14日（9:
00-15:00）；2月15日恢复正常营业。

24小时救援热线：18968006890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103号

沃尔沃
杭州广沃汽车有限公司
2 月 11日—2月 17日放假，均有销

售、售后值班，其间，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
检修。

值班时间：9:30—15: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359999
地址：萧山区旺园路279号

林肯
浙江万恒汽车有限公司
2月 11日—2月17日新车销售服务

不打烊，售后暂停服务。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4000600980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与104国道交

叉口

英菲尼迪

杭州九和特联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2月14日

开始有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00—17:30
24小时救援热线：18957116946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4328号

凯迪拉克
杭州米家铭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4日，公司全体员工

放假。2月15日—17日均有销售、售后值
班，其间，售后工作范围为检出检修和基
础保养。

值班时间：9:00—16: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0555
地址：萧山新世纪车城旺园路219号

捷豹路虎
杭州路德行汽车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中，售后工作范
围为基础检修。

值班时间：10: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8072879668
地址：萧山区高新三路333号

广汽丰田
广汽丰田杭州千骅萧山店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有少量人员值班），2月18日正式上班。
销售热线：22893311；服务热线：

22893300
24小时救援热线：22893333
地址：萧山区通北路151号

东风本田
杭州百川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除夕至正

月初六）；2月16开始有销售顾问值班，值
班时间为9:30—15:30。放假期间，售后
24小时救援抢修服务正常开展，不安排常
规保养。

24小时救援热线：17767067991
地址：萧山区新街新城路2667号

别克
①杭州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

有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
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00—16:00（除夕至大年
初三），大年初四至初六（8：00—17:00）

24小时救援热线：83829869
地址：萧山区通惠南路1800号

②浙江康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30—14:30
24小时救援热线：82877711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668号

北京现代
①浙江元通通达汽车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4日放假，2月15日

开启值班，2月 18日正式营业。值班期
间，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
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3605812999
地址：萧山利华路858号（通惠北路与

利华路交叉口西300米）

②浙江金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
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5869115000
地址：萧山区萧杭路43号（五七路口）

一汽马自达
浙江孚达汽车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间，售后工作范围
为基础检测。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8967131610
地址：萧山区新城路988号

一汽大众/捷达
杭州百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间，售后工作范围
为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5257117990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4328号（杭州

百腾新业捷达西侧）

杭州百腾新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期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其间，售后工作范围为基
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5257117990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 4328 号（一

汽-大众杭州百年东侧）

长安马自达
长安马自达浙江裕菲店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检测。
值班时间：9:30—15:30
24 小时救援热线：15858103623、

15257124533
24小时事故咨询：鲁15906711951、

钱15869130433
地址：萧山通惠北路479号

东风日产
①浙江东风南方宁新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2月15日

—2月17日有销售、售后值班，其间，售后
工作范围为常规检测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服务热线：0571—83529555
24小时救援热线：18072876082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857号

②浙江东风南方通惠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2月15日
—2月17日期间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
间，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22803333
地址：萧山区通惠南路1265号（驾校旁）

一汽丰田
杭州康桥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和售后值班，其间，售后工作范
围为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9901/

82879902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3081号

广汽本田
①杭州广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售后仅限事故抢修，来
店保养、油漆等节后恢复正常；销售可来
店看车、订车。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899988
地址：萧山区通惠南路1369号（萧山

驾校南100米）

②杭州长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广汽本田萧山店）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中，售后工作范围
为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5372432812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3081号（新农

都西200米）

东风悦达起亚
杭州德龙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0日—2月18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3867188998
地址：萧山市心北路农业大厦北侧

（地铁2号线振宁路A出口往北200米）

上汽大众/斯柯达
杭州萧山浦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2 月 11 日—2 月 17 日放假，2.11、

2.15—2.17均有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57579799
地址：萧山亚太路128号

杭州振发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月 11 日—2 月 17 日放假，2.11、

2.15—2.17均有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57579868
地址：萧山亚太路128号

雪佛兰
杭州米家铭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4日，公司全体员工

放假。2月15 日—17日均有销售、售后值
班，期间，售后工作范围为检出检修和基
础保养。

值班时间：9:00—16: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0555
地址：萧山新世纪车城旺园路219号

红旗
杭州广旗汽车有限公司
2月 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

间，销售正常值班，可到店品鉴购车；售后
正月初一至初六休息，初七正式上班可维
修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地址：萧山区旺园路279号

领克
①杭州骏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0日—2月18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中，售后工作范围
为免费打气、5公里范围内免费搭电救援。

值班时间：9:0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13357192560
地址：萧山区旺园路203号

②杭州骏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恒隆店）

2月11日—2月13日放假，其间有销
售值班，可正常到店赏车。

2月11日（除夕）值班时间：10:00—
16:00；2月 12日—2月 13日值班时间：
10:00—20:00

地址：萧山区恒隆广场5幢103号

长安欧尚
杭州萧山宏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期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62699
地址：萧山区新世纪汽车市场2—6号

广汽传祺
①杭州孚源传祺4S店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销售售后均有值班。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13372524454
地址：萧山区新塘街道新城路988号

（五号线双桥站以南）

②杭州美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值班（其间，售

后工作范围为24小时抢修)。2月18日全
面正常营业。

值班时间：8:30—17:00
事故关怀热线：0571—83538266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3081号（新农

都西200米处）

五菱宝骏
浙江宝菱汽车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00—15: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36508
地址：萧山区新街街道新城路2618号

吉利
杭州豪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值班，其中，售后工作范围
为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10:30—16: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602020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208号

荣威
杭州禾润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节假期间

均有销售、售后进行值班，其间售后可预
约进行基础检修和基础保养。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693555
地址：萧山区新城路919号

比亚迪
杭州卓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萧山分

公司
2月9日—2月17日放假，放假期间有

售后人员值班，售后值班人员的工作范围
为紧急救援。

值班时间：9:30—17: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695207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208号

奇瑞
杭州志勤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 月 10日—2月 18日放假，其间均

有销售、售后值班，售后工作范围为基础
检修。

值班时间：9:30—15:3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2875333
地址：萧山区通惠北路新世纪市场园

区旺园路203号

哈弗
杭州元杰汽车有限公司
2月11日—2月17日放假，其间均有

销售、售后值班。
值班时间：9:00—15:00
24小时救援热线：0571—83829388
地址：萧山区建设四路3081号（新农

都往西200米）

春节假期 萧山多数4S店“不打烊”

随着农历春节的临近，想必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启“长假模式”。辛苦忙碌了一年，总算有空闲去4S店挑选新车或者给爱车做保养。针对不少市民关心的春节期间萧山4S

店营业时间、售后检修、救援服务等问题，小编进行了收集整理。其中，大部分4S店“不打烊”，除夕至正月初六会安排值班人员为车主提供各项服务。有需求的小伙伴赶紧收

藏，确保春节买车保养不扑空。

买车保养不扑空 24小时救援电话以备不时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