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金天易江淮店携旗
下江淮同悦、和悦、和悦 RS
众多车型，将在 11 月 26 日-
11 月 30 日推出特惠车总签
售活动，凡活动期间每日前
10 名到店购车者均可于当日
享受最高近万元的优惠政
策。此外，活动期间，只要报
名参加此次购车的客户(无
论电话预约还是到店预约客
户)，签到即可享受精美小礼
品一份。

据悉，此次“江淮特价车
签售会”是经销商让出自身
利润，特别在岁末为消费者
举行的专场大回馈。活动当
天，江淮同悦、和悦、和悦RS

共有 7 款车型参加，由总经
理现场签售厂家提供的车型
优惠政策，并当场进行签售，
确保当天前 10 名订车的消
费者能享受到岁末绝无仅有
的优惠价格。而济南金天易
4S 店也将在活动当日送出多
重大礼，让消费者朋友在购
得特价车之余，享受到更多
的实惠与惊喜。

和悦 2010 贺岁版搭载
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排量
1 . 5L 的全铝 VVT 发动机，
相比原有动力，油耗节省了
8.9%，性能提升了 9.2%。另
外，和悦采用了前麦弗逊式+
后双连杆式四轮独立悬架的

形式，配横向稳定杆，后悬架
带副车架，舒适性和过弯稳
定性都很强；而四轮均为盘
式制动，且配备了博世最新
8.1 版本ABS+EBD，制动效
能和安全性都很高。另外，此

次活动济南金天易 4S 店三
重承诺回馈泉城消费者。

承 诺 一 、买 了 不 后
悔——— 店总放价，亲自揭晓
厂家优惠政策，“降价补差”
政策仅限 11 月最后一周。

承 诺 二 、报 名 有 实
惠——— 即日起通过网络、电
话或到店报名参加此次特惠
车签售会的朋友，可获赠礼
物一份。(奖品有限，先到先
得，送完为止)

承诺三、售后冬日温暖
二重礼——— 活动期间订车的
客户即可无条件享受江淮售后
暖冬活动，1、免费更换冷冻
液一次，2 、赠送免费洗车5
次。

江淮轿车温馨提示：此
次活动店总签售特惠车仅限
每日前 10 名预约客户，活动
结束后，所有活动车型将立
即恢复现行售价。

济南金天易 4S 店

地址：西二环路匡山汽车大
世界东区21 号
电话：0531-68818988
济南金万通 4S 店
地址：段店立交桥西行 1.5 公
里路北
电话：0531-82347001
工业北路店
地址：工业北路 100-12 号(幸
福柳广场对面)
电话：0531-88885559
工业南路店
地址：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
门口西侧
电话：0531-88524077

江淮岁末特惠车签售会席卷泉城，最高钜惠近万元……

和悦2010 款贺岁版6.58 万钜惠全城

作为品牌：MINI 就是传奇

MINI 从 1959 年诞生到今
天，已经走过了51 年的历程。51
年来，MINI 以对经典和创新独
树一帜的演绎赢得全球超过
700 万车迷的拥戴，上至贵族名
流，下至平民百姓，让 MINI 成
为当之无愧的传奇。

不仅外观时尚，MINI 还是
赛道上的高手。1962 年，刚刚问
世不久的 MINI 便赢得了 153
场胜利。而后的十年，它更是在
欧洲的拉力赛场上取得了无数
辉煌战绩。

作为座驾：MINI 无可挑剔

首 次 亮 相 济 南 的 三 款
MINI 新车，是升级后的三位
MINI 家族成员——— MINI 、
MINI CLUBMAN 和MINI 敞
篷车，共有三个系列发动机多款
配置可供选择。

排量 1 . 6 升的经典 MINI
发动机，输出功率从 72 千瓦/98
马力延伸至 135 千瓦/184 马
力。超低的油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量，令其成为全球 1.6 升排量级
别内效率最高的汽油发动机。

外观与内饰方面，新 MINI
家族运动的特征传达得更加淋
漓尽致：前保险杠的全新几何设
计确保车辆更有效地满足严格
的行人保护要求；高品质的材料
和优美丰富的色彩赋予内饰独
特的时尚美感。此外，个性改装
是 MINI 的一大靓点：车身涂
装、内饰颜色、装饰选择等，让每
一辆 MINI 都成为 MINI 车迷
独一无二的专属品。

作为饰品：MINI 就是潮流

明星及时尚界人士选择
MINI 几乎成为了传统，很多时
尚品牌也都热衷于与 MINI 合
作，在每年的慈善晚会上，这些
特别版的 Designer MINI 总是
最抢眼的焦点。

MINI 还是好莱坞的宠儿。
几乎每一代车型都曾出演过卖
座影片，绝对是影坛“常青
树”。例如大家熟知的《憨豆
先生》、《偷天换日》、《古
墓丽影》、《 007 》系列等。

据不完全统计， MINI 参演的
影片超过百部。

作为朋友：济南万宝行搭建

了 MINI 与我们沟通的桥梁

毋庸置疑，MINI 是时尚精
品小车的典范！如果您想拥有这
样的典范、如果您追求MINI 那
种特立独行的生活状态，没有问
题，济南万宝行就为我们搭建了
与 MINI 倾心沟通的桥梁———
位于奥体中心西柳体育场东侧
的全新MINI 展厅。整个展厅风
格独特，五彩斑斓的色彩格调，
处处透露着时尚与个性，令我们
恍如置身于梦境之中。

渴望何必藏在心里，您何不
即刻换上仔裤，登上板鞋，带上
心爱的泰迪熊，到奥体中心
MINI 展厅，跟MINI 来一次亲密
的约会？您又有什么理由不让
MINI 和您一起，在路人垂涎欲
滴的神情中，畅所欲为地展现一
次特立独行呢？

即刻致电济南万宝行MINI
展厅，与 MINI 约会吧！0531-
87508788

11 月 20 日，济南万宝行 MINI 奥体中心城市时尚展厅在欢呼
与喝彩声中耀目开业。从前，我们只能在电视或网络上一睹 MINI
的风采；而今，品味和拥有 MINI 将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她就真真切
切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也时刻俏丽多姿地围绕在我们身边。

开业当天，三款全新 MINI 车型在济南首次亮相，较之上一代
MINI，三款新车显得更加可爱、更加个性、并且性能更加强大。

在此，济南万宝行向所有渴望 MINI，欣赏 MINI 并追求 MINI 般
精致生活的时尚达人、个性达人发出邀请：Go to MINI showroom，
Be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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