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仅一年，别克君越
取得了销售 10 多万辆的优
异业绩，尤为难得的是，在
细分市场 30 万元以上车型
的销量中，别克君越独占
80% ，超越同级的众多高科
技人性化豪华配置无疑是其
吸引高端消费者的重要利
器。

人有我优

于细节中显现豪华

评论厨师是否优秀的高
招之一就是看他是否能把白
菜豆腐这种“大路菜”做得
色美献香、与众不同，其他
行业也是如此，于普通处更
能见真功夫。真皮座椅是高
端中高级车型的必备配置，

在这个看似简单一般的项目
上，别克君越都能做到卓尔
不凡。君越的真皮座椅采用
澳洲进口小牛皮高级材质，

法式双缝线和打孔工艺，视

觉与触感都给人高级、豪华

印象。此外，君越的前、后

座椅都具备通风和加热功

能，同级车大多只是前排座

椅通风，而且只是座垫下装

备通风扇。而君越的前排座

垫和椅背各有一个通风扇，

在炎炎夏日为用户多送了一

份“贴背”凉爽。除了通风

和加热功能，君越的座椅还

为长途用户准备了腰部按摩

功能，后座乘客还可以通过

副驾座椅侧面的按键，方便

地调节副驾座椅前后移动，

让后排有更舒适的腿部空

间。

音响系
统是高档次
车配置比较
的 主 要 项
目，别克君
越在这方面
又明显高出
一筹。它的
5 . 1 声 道
h a r m a n /

kardon 11 扬声器高级剧院
系统得到音响发烧友的盛
赞，档次明显高出同级一
筹。与之搭档的还有最丰富
豪华的娱乐阵容，如支持
DVD/MP3/CD 等多种音频
格式、内置 40G 硬盘的导航
系统、前 7 英寸 VGA/后 8
英寸带 AV 端子输入功能的
双 WVGA 高精度液晶屏
等。另外别克君越还唯一提
供了 230V 电源插座，为用
户使用笔记本电脑在车上办
公或在旅途中打游戏提供了
极大方便。

安全方面，别克君越顶
配车型采用了同级别最宽的
轮胎，也带来了更高的安全
性。 245 低滚阻宽胎大大提
高了行车的安全性和稳定
性；而低配车型选用的 225
轮胎，也高于同级别 215 轮

胎。同时，别克君越全车系
标配 TPMS 电子胎压监测系
统、 ESC 行驶稳定控制系
统及其他尖端科技打造的众
多主动安全功能，使车辆在
各种行车状况下都能保持最
佳的稳定性。同时，别克君
越全系标配电子手刹，这在
同级车中并不多见。

人无我有

科技打造越级体验

除了上述的“家常”配
置，别克君越还搭载了很
多 同 级 别 唯 一 的 豪 华 配
备。这其中，首推在安全
方面独树一帜的 O n S t a r
“全时在线助理”，该系
统可提供包括碰撞自动求
助、安全气囊爆开自动求
助、紧急救援协助、兴趣

点向导在内的 14 项服务，
与偏重导航的丰田 G-book
不同，别克安吉星在安全
救助、车辆诊断方面拥有
更加实用的强大功能，树
立了高科技服务标杆。

沿袭别克品牌在宁静方
面的家族式强项，君越凭借
不断发展的别克专利 Quiet
Tuning 高标准静音技术，以
全方位的主、被动降噪设
计，打造了出类拔萃的“图
书馆级”的静音效果，在静
谧性方面比肩豪华车型。为
着力营造豪华静音效果，君
越的前风挡特别采用了 5 . 4
mm 厚的声学静音夹层玻璃
(一般车辆仅使用夹层钢化
玻璃)，前门侧窗采用 5 mm
厚的声学静音双层玻璃(一
般车辆为普通玻璃)，静音
效果达到了同级别之最。舒

适性方面，君越配备了带
VAPS 离子发生空气净化装
置的独立三区全自动空调实
时对车内温度负责，驾驶
席、副驾驶席及后排三区可
独立控制，在同级车中首开
先例。

别克君越的 Bi-Xenon
随动转向 HID 氙气大灯不仅
可以自动调节俯仰角度，速
度快时提供更远距离的照
明，而且还能配合方向盘智
能转动，满足不同路况及行
驶姿态下的照明要求，更有
全系标配的侧气帘和带通风
功能的后轮刹车盘，体现了
别克品牌对全方位安全的执
着追求。

底盘方面，君越在国内
中高档市场率先装备先进的
CDC 全时主动式稳定系统，
它集成高速 E C U 管理模
块、车身、车轮多点高灵敏
度传感器和减震器控制阀，
能够实时检测路况、车身运
动情况和驾驶员驾驶方式，
自动调整阻尼参，达成操控
性和舒适性的完美线性统
一。 3 . 0L 旗舰版后悬挂特
别采用增强型 H-arm 高等
级悬挂，对提升操控性与舒
适性给予助力。

从外形还是到内饰，从
安全性到舒适度，别克君越
都能让驾乘者感觉到高科
技带来的贴心、安逸。乘
坐舒适、配置豪华--新君
越不仅承袭了别克一贯的
优良传统，更将其发扬光
大，难怪它在高端细分市
场如此受青睐。

豪华配置凸显档次

细品别克君越的“越级”豪华体验
豪华配置一直是国内消费者购车的一个重要因

素。中高级车的消费群体多为公商务客户或作为社
会中坚的精英人士，他们不仅对座驾的档次、品
位、科技含量等苛求、挑剔，更对豪华配置有着超
乎一般的要求。不难发现，中高级车市场上很多成
功车型都在配置上有所建树，最好的例证就是高端
细分市场的后晋新贵别克君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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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

进口三菱欧蓝德 EX 是
一款进口 SUV 车型，独具纯
正的越野系统和完美的分时
四驱。加上时尚的外形、运动
化的内饰以及舒适性的空
间、良好的动力表现等等优
势，销量一直处于 SUV 市场
高位。

动力方面，
欧蓝德 EX 配以
专门为“ o u t -
lander ex ”开发
的带运动模式
的 无 级 变 速
CVT 和 6 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
两者搭配到一
起，既可让欧蓝
德 E X 奔 如狡
兔，又降低了整
车排放量，因而

兼顾了环保理念。作为 SUV
中的佼佼者，它很好地融合
了轿车的驾乘感受与越野车
的机动性能，同时还拥有
MPV 车型的空间与多功能
性，强大的 V6 发动机、先进的
四驱系统令所有路途都变得
轻松且充满乐趣，驾乘间喜悦

自豪的感受会让你油然而生。
欧蓝德 EX 配备了纯正

的越野血统，完美的分时四
驱系统，经济二驱、智能四
驱、全时四驱您都可拥有，并
可以根据路面实现轻松切
换，尽情应对所有路况，其优
越的性能几近完美，还在等
待吗？
济南泉通 进口三菱汽车4S 店
工业南路店：0531-8893 3030
体育中心店：0531-8290 3030
经十西路店：0531-8750 3030
潍坊店：0536-8733030
淄博店：0533-8123030
临沂店：0539-7065130
济宁店：15963708255
威海店：0631-5966646

18663123530
日照店：0633-8902040
东营店：0546-8087166

一个是法国第一汽车品
牌下的 SUV 精品，一个是世
界顶级音响制造的新生力
作，二者的完美融合，使雷诺
科雷傲 BOSE 限量版未曾谋
面就已是万千车友瞩目的焦
点。

热爱音乐又喜欢 SUV
的朋友们请格外注意了：近
日，这款“极品”汽车将正式
登陆济南，日前已在火爆预

订中！
8 只高保真

扬声器的均衡分
布，使得车内任
何一个位置都能
获得清晰精致的
理想音效。数字
功放及专利数字
处理电路给予整
个车内系统更加

饱满、细腻、自然、浑厚，富有
现场感的音乐感受。

针对科雷傲车舱声学特
性量“声”定制的 BOSE 限量
版，可谓是汽车音响发烧友
的绝佳选择。

尖端的安全技术，强大
的越野性能，丰富的智能化
配置，上市短短一年多，雷诺
科雷傲凭借超越同级车型的
诸多优势，早已被冠以“SUV

性价比之王”的美誉，此次即
将上市的 BOSE 限量版无疑
是其品质的又一升华，可谓
将 SUV 奢华音乐享受中的
驾乘乐趣推向了极致！

10 月 24 日，工业南路
67 号，SUV 极端享“乐”主题
乐园——— 雷诺科雷傲上市发
布会，敬请光临！
山东吉通 雷诺 4S 店
工业南路店：0531-88559600
经十西路店：0531-87292268
省体中心店：0531-82903030
潍坊店：0536-8733030
淄博店：0533-8123030
临沂店：0539-7065030
济宁店：15866083690
烟台店：0535-6016333
威海店：0631-5966646
日照店：0633-8902040
东营店：0546-8087166

纯正血统 为您打造 SUV 梦想
——— 进口三菱欧蓝德 EX 热销齐鲁

SUV 极端享“乐”主义
——— 雷诺科雷傲 BOSE 限量版火爆预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