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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选车

所谓“大师”，绝对是一
名智者，为人处事往往先人
一步，棋高一招。8 月斯巴鲁
新傲虎获评“中国汽车设计·
大师之选”的“飞扬之选”奖，
就意味着新傲虎已经不仅仅
属于“行驶工具”这个范畴，更
是一种为艺术家们品味时尚。
傲虎自诞生以来，一直都是全
时四驱旅行车的典范；加强了
车身的防泥、防撞特性，提高
了离地间隙，在配以能克服全
天侯和全地形路面状况的独
步天下的四驱系统，使得傲虎
的越野性能大大高于同系的
轿车和旅行车。

有“虎”出没请注意，已经

越来越多的“大师”已经发现
或正在发现新傲虎的价值所
在，从新傲虎的上市后的表现
可以看出，在 2010 年汽车产
能过剩，市场疲软的情况下，
新傲虎能做到订单排队、一车
难求的场面绝对是难能可贵。

为什么现在购买斯巴鲁
的人越来越多？看看新傲虎就
知道了，新傲虎明显摆出了

“大众情人”的范儿——— 时下
流行的动感造型、国人喜欢的
宽大空间、Cross 车型所具有
的多功能性，还有丰富的配置
和凸显品味的内饰细节；新傲
虎搭载了采用世界顶尖技术
的3.6 升、2.5 升两种排量的

斯巴鲁水平对置发动机，并配
置了主动阀门升程正时系统，
最大功率达191 kW(260PS)。
另外，配备了斯巴鲁所开发的
世界首款用于量产全时四轮
驱动汽车的纵置链条式CVT

无级变速器。创新性的链条传
动方式结合拨片换挡装置，只
需 7 .5 秒就可轻松完成 0 ～
100 公里加速。如此强大的动
力输出但百公里综合油耗仅
为 10 升，这主要得益于出色

的引擎平顺度以及先进的气
门技术等。

新傲虎无与伦比的操控
感受、无可指摘的时尚豪华的
配置、原装进口的国际品质和
超值性价比都不会让您对其
产生遗憾。正因如此，革新
SUV 新傲虎的诞生将会是续
斯巴鲁森林人后进口汽车市
场的又一“滋事者”。

格相关活动
①十万同辉，购斯巴鲁

森林人送导航。
②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

营业时间延长至 21：00。不
仅可以体验清凉舒适的赏车

环境，还可享受车辆检测、维
修等售后服务。

③截至到 2014 年 9 月
30 日，所有济南斯巴鲁车主
(鲁 O、鲁 W、鲁 A 牌照)在
泉城路指定位置均可享受 5
年免费停车服务。

全驱全能斯巴鲁，永远
是您最值得做出的选择！
中冀斯巴鲁济南世通专卖
网址：www. stauto . net
经十西路 4S 店：
0531-87292266 87292255
体育中心店：
0531-82056486 85791486
黄台 4S 旗舰店：
0531-68854885 68855885

面对 9 月齐鲁秋季车展
这场车界盛宴，在车展期间
比亚迪汽车山东蓝天 4S 店
全力应战，打出“比亚迪
F3 、 F6 全国最优惠价即将
出现山东蓝天齐鲁车展”的
口号。山东蓝天同步国际车
展推出了购车优惠政策，超
值特卖，并且现车充足！您
不必受热赶场，就能享受到
国际车展优惠，并且无需等
待，购车当日即可提车！

F6 黄金版 2 . 0 L 、
2 . 4L 传承了 F6 财富版的发
动机稳定、节油的口碑，分
别搭载了比亚迪全新科技的
BYD483QB 发动机和三菱最
新技术的 4G69 发动机。 F6
黄 金 版 2 . 0 L 排 量
BYD483QB 发动机，最大功
率 1 0 3 k w ， 最 大 扭 矩
186N .m;在节油表现方面，
中汽协首次公布的汽车产品
节能排行榜中，比亚迪 F6
勇夺 1.8L-2 .0L 节油冠军，
拥有 2 . 0L 充沛动力的同
时，只有 1 .6L 的油耗。 F6
黄金版 2 . 4L 搭载三菱技术

顶级 4G69 发动机，匹配原
装进口变速箱，性能优越，
最大功率 121kw ，最大扭矩
215N .m ，最高车速可达到
202km/h ，具备非常出众的
动力和节油性能。

现车供应“不缺车”

由于今年车市的利好局
面，导致多家经销商车源紧
缺。山东蓝天为满足广大消
费者的购车需求，特别向相
关部门申请，各系车型均储
备了充足的货源，为客户购
车提供了有力保证，不愁看
准了爱车提不到货。

金牌客户经理专线：“享
齐鲁车展山东蓝天比亚迪价
格提前泄密，F3 七款，F6 两
款共计限量66 台！”
快拔打以下金牌客户经理的
电话抢购吧：
二月销售冠军蔡畅：
13806413143
三月销售冠军宋立斌：
15866717045
四月销售冠军刘晓玲：

15153120928
五月销售冠军宁鹏：
15288861540
六月销售冠军徐阁：
15069182807
七月销售冠军陈超：
15205411081

不仅如此，在国际车展
期间，山东蓝天为了感恩日
日辛劳的教师们，特别推出
购车送千元大礼包活动！

教师购车，享受“千元
大礼包”

活动期间
——— 凭教师证本人或学

校购买 F3 ，可获赠 1000 元
礼包；

——— 凭教师证本人或学
校购买 F6 ，可获赠 1500 元
礼包；

比亚迪老客户介绍购买
新车可获免费保养一次。

山东蓝天比亚迪——— 五
星级匡山专卖总店

地址：济南市西外环路
匡山汽车大世界东区 1 号(77
路、 73 路公车直达)
销售热线：
0531-55553333 55552222
旧车置换：0531-82340087
分期付款：0531-82340086
经十西路“西部领骑店”
销售热线：0531-88878882
长清专卖分店
销售热线：0531-87205123
济阳专卖分店
销售热线：0531-83146318
商河专卖分店
销售热线：0531-84803798
平阴专卖分店
销售热线：0531-87883555
章丘专卖分店
销售热线：0531-83708888

国家第二批“节能产品
惠民工程”推广目录公布，
刚刚上市的 Mazda3 经典款
1 . 6L 车型作为紧凑型汽车
阵营中深受消费者爱戴的车
型榜上有名。 Mazda3 经典
款通过了汽车燃料消耗量标
识备案、获得了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3C 认证)证书，
综合工况油耗比现行国家油
耗标准低 20% 左右。从即
日起，凡购买 Mazda3 经典
款 1 . 6L 新型号的 MT/AT
车型均可享受惠民节能补贴
3000 元！马自达3 自上市以
来就以其良好的动力性和操
控性，赢得消费者的广泛好
评。它继承了马自达品牌动
感时尚的造型、卓越的操控

性和精湛的制造工艺，成为
最能展现马自达品牌精髓的
一款产品。

据介绍，节能车型补贴
新政与购置税优惠政策有所
不同， 2 . 5% 的购置税优惠
适用于所有 1 . 6L 及以下排
量车型，但“节能产品惠民
工程”只限定在推广车型
中。也就是说，只有入围节
能汽车推广目录的 1 . 6L 中
级车才能享受 3000 元节能
补贴。另外， 9 月齐鲁车展
到来之际，长安马自达济南
广森源店提前引爆车展价，
双重利好特殊车型直接优惠
14000 元，来店更有豪礼相
赠！让广大购车族获得最佳
购车时机。

济南广森源汽车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531-88980888

地址：

济南市历城区北园大街 41-1

号(北全福)

济南广森源省体店

销售电话：

0531-81678888

地址：

济南市经十路124 号

济南广森源章丘店

销售电话：

0531-83278080

地址：

章丘市西外环与济青路交叉

口西行200 米路南

有“虎”出没请注意——— 斯巴鲁新傲虎

人中吕布 车中斯巴鲁

蓝天比亚迪提前引爆“金九”车市
——— 2010 齐鲁秋季车展优惠先知道

马自达3 最高让利14000 元
惠民节能补贴 3000 元+车展优惠提前引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