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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车市

帝豪EC7 CVT 车型

9 月初上市

据悉，搭载了比利时
Punch(邦奇)CVT 无极变速箱
的帝豪EC7 CVT 车型将在9
月初上市。据透露，帝豪EC7
的 CVT 变速箱由比利时的
Punch(邦奇)提供，具有手动虚
拟6 挡位、运动挡(S 挡)、经济
挡(D 挡)等操作模式。不同于
普通的 CVT 变速箱，帝豪
CVT 变速箱拥有人为设定的
传动比，舒适兼顾运动，节油
和操控性能也更为突出。此
外，在帝豪的同级别车中，大
多是技术老旧的 4AT 变速
器，使用CVT 变速器的少之
又少。毋庸置疑，搭载CVT 的
无级变速箱的EC7 系更具有
竞争力，将进一步丰富帝豪品
牌的产品线。 (方娜)

福田时代品牌举行

创富英雄交流大会

8 月 26 日，福田汽车
集团时代汽车品牌第三届创
富英雄交流大会在济南隆重
举行，从全国各地时代汽车
用户中选拔出的 100 名创富
英雄齐聚泉城。本次交流会
与山东体育频道全民夺标栏
目联合举办，用户代表相互
交流创富经验，并参加独具
特色的大型水上娱乐节目
“夺标英雄会——— 创富英雄
闯关中大奖”活动。闯关成
功者现场领取了时代汽车提
供的最高 80 0 0 元创富基
金。该项活动搭建了时代汽
车与用户的互动平台，体现
了时代汽车创富伙伴的价值
理念。

(晓峰)

江淮和悦举办大型

乐驾体验营活动

8 月 28 日，由济南金天
易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举办的
江淮和悦“悦体验·悦激
动”体验营活动在济南恒源
驾校开幕。据悉，参与者在
车手指导下，分别驾驶和悦
两厢、三厢车型与上海大众
朗逸进行对比试驾，通过紧
急制动、绕桩过弯、 ABS
紧急避让等培训内容，充分
展示江淮和悦的操控性，同
时，还举行了趣味性十足的
装箱比赛，将江淮和悦两厢
与东风日产骊威同场竞技，
让参与者切身感受到江淮和
悦在空间上的优势。活动当
天推出“试驾畅享千元装
备”活动，用以回馈广大泉
城消费者。 (本记)

备受瞩目的 2010 齐鲁
国际秋季车展将于 9 月 9 日
-12 日隆重开幕，此次车展东
风雪铁龙将携旗下C5、世嘉
三厢、世嘉两厢、新爱丽舍、
C2 盛装参展，展位跻身济南
国际会展中心三楼D 区豪华
车阵列。据悉展会现场将有
一台C5 解剖车亮相，旨在让
消费者更加直观地了解 C5
完善的安全装备及 C5 高品
质的制造工艺。

2010 年度 C-NCAP 最

新车型碰撞测试中，继在欧洲
E-NCAP中荣膺五星、侧面满
分的佳绩之后，东风雪铁龙C5
再以48.2 分的高分获得中国
C-NCAP 2010 年度碰撞测

试五星成绩。无论是全球安全
测试最为严格的欧洲 E-
NCAP，还是测试更加全面的
中国C-NCAP，传承了雪铁龙
9 代高级轿车尊贵血统的C5
获得国内外的双双肯定，一举
加冕“全球五星”的安全荣耀。

C5 拥有一副高刚性、高

强度、耐冲击的车身结构。环
绕立体式防撞座舱、三道封
闭式桥型支撑梁、“六纵五
横”底板加强钢梁，合围成固

若金汤的救生舱式高强度车
身。车身中选用了强度达到
1800 兆帕的零件，反映了现
阶段冲压件生产的最高水平。

ALW 航空激光焊接技术是国
际上最新的、最先进的焊接技
术，相比同级别车型中普遍采
用的固体激光焊接更节能、质
量相对更稳定。这款凝聚了雪
铁龙90 年创新科技与9 代高
级轿车精髓的C5，重新定义
了国内B 级车安全新标准。

8 月 19 日— 22 日东风
雪铁龙济南区域组织了一次
C5武汉品质探秘之旅活动，通
过参观“全球一代精益化样板
工厂”生产C5的神龙二工厂，

客户对C5精益求精的制造流
程、安全精细的制造品质赞不
绝口，此次C5 解剖车亮相齐
鲁国际车展现场，相信定能使
更多的朋友了解C5，了解C5
卓越的安全品质。

据了解，此次展会东风
雪铁龙推出了“爱的秋天”主
题活动，车展现场将有精彩
的互动环节期待大家的到来，
各系车型也将推出惊喜超值
的优惠促销措施，车展选购东
风雪铁龙正当时。 (毛毛)

东风雪铁龙盛装亮相今秋车展
——— 3+X 安全设计C5 解剖车“裸”给你看

齐鲁秋季车展开幕在
即，笔者从鸿发森泉雪佛兰
了解到，在历次车展上表现
突出的雪佛兰品牌，本次车
展将更加缤彩纷呈：

科帕奇“纵横都市”激情
试驾

据悉，原装进口，源自与
欧宝安德拉、凯迪拉克 SRX
等车型同平台的科帕奇 6 月
份重新调整价格上市，其中
3.2L AT 7 座旗舰版车型下
调至 27 . 58 万元，成为 30 万
以内最具性价比的 SUV 之
一。本次秋季车展，雪佛兰将
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外场设
科 帕 奇 专业 城 市 高 性能
SUV 试驾会，通过智能爬
坡、翻越工地、雨雪无忧、跋
山涉水、收放自如等五个项

目体验“美系力量”的
“城市高性能SUV”。

科鲁兹 1 . 6L SL
天地版动感上市

8 月 16 日上市的
科鲁兹两款 1 .6 升 SL
天地版新车型也将亮
相车展，手动和自动挡
售价分别为 113，900
元和 127，900 元。升级后的
SL 天地版手动款车型将继
续享受“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3000 元补贴。

另据鸿发森泉工作人员
介绍，乐风、景程等雪佛兰旗
下超高性价比车型也将以
11000 元的优惠参加本次车
展，现在各车型车展促销政
策已全面启动，即日起至鸿
发森泉购雪佛兰即可享受车
展同等价格优惠。
选择雪佛兰 信赖鸿发森泉
山东省唯一一家蝉联销售售
后双五星级雪佛兰经销商
十六里河 4S 店：望岳路 3777

号(英雄山路延长线南 3000
米路西)0531-82787000
省体育中心店：经十路 124
号省体育中心西侧
0531-82072977
章丘店：章丘市明埠路中段
(交通驾校南邻)
0531-81295555
车友会热线：400-600-9797
售后服务热线：
0531-82787077
24 小时紧急服务：
0531-82787272
http：//www.hongfaqiche . com
济阳店、商河店员工招聘：
13395319001

鸿发森泉雪佛兰邀您共享车展精彩 ■■■车市动态

今日，从济南帝豪 4S 店
了解到，进入 9 月份店内推
出全新的“车贷通”贷款计
划，店内帝豪全系车型皆可
享受此项活动。

帝豪负责人解释道，车
贷通提供相应的特色服务，
那就是：现场直接申请贷款，
信息传递快速便捷，确保私
密。“一对一”全程服务，省时
省心。“度身定制”的贷款方
案，总有一款适合您。申贷过
程及时反馈，轻松掌握资信
状况。

另外，帝豪还为您提供
其它多种车贷形式，您可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我们专业可靠，我们以

客为尊，我们安全放心，我们
的目标就是给您多种选择，
让帝豪成为您的爱车。

格车主心声

选择帝豪 EC7
证明我对家人的爱

大学毕业后，我一直在
勤勤恳恳努力做事。在成家
以后，为了能更方便家人出
行，一直想买车，既能方便自
己日常的工作需求，也能满
足家人周末出游的需要。

什么是适合我的家庭用
车呢？外观要大气，助我在工
作中更具自信；动力表现要

出色，周末出行可以尽情放
松；节油要有保证，燃油要经
济实惠；当然，最重要的是安
全，能呵护我的家人，维修保
养费用也要更省钱。就在犹
豫时，帝豪 EC7 系昂首闯入
我的眼球，毫无疑问，我找到
了自己需求的车——— EC7
系！

稳健大气的外观，激情
澎湃的 GETECJL γ系列发
动机，1 . 8L 的排量，五星安
全标准设计……简直太完美
了！首付 28800 元，即可将帝
豪 EC7 开回家。对于家人的
爱，虽然没有说出来，可是我
相信，我的选择——— 帝豪
EC7 就是最好的证明。

格相关促销

优惠在泉城
购车享欢喜

1、感恩置换优惠 4000
元：即日起— 9 月 15 日，吉
利和华普用户购帝豪EC7 系
最低可获4000 元现金折让。

2、小额速贷购车更惬
意：0 利息、0 担保、即时提
车，22800 元 帝豪开回家；

3、帝豪客户回娘家：即
日起凡帝豪新老客户均可参
加“回娘家”活动——— 宁波之
旅参观帝豪工厂，现火热报
名中……

4、礼品免费送：凡到店

客户均有精美礼品相赠。
5、专场试驾等您来：周

末特惠专场压轴上演，来店
就有惊喜！ (以上一切解释
权归本店所有)

帝 豪 E C 7 自 动挡 、
EC825 开始接收预定，抢订
热线69928000。
济南帝豪汽车 4S 店
济南市经十路 31210 号(经十
路西路)
网址：www. stauto . net

销售热线：69928000 69927000
工业北路店：88967667
匡山店：85609366
长清店：87205199
章丘店：83278158
北园店：68667555
商河店：86655707
济阳店：81173177
二手车置换热线：
13173010572
省体育中心热线：
13505403328

9 月车贷通 全系首付仅2 万

帝豪礼惠泉城 购车享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