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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
凡购买别克新君威、新君越
的新客户即可参加“首付也
分期，再享零利率”的贷款
优惠活动。笔者从上汽通用
金融公司(GMAC)了解到，
为了让大家能更轻松的拥有
爱车，特针对别克新君威及
新君越全系车型推出贷款优
惠政策，对于购车的首付款
可以用分期付款的形式支
付，而对于贷款部分更能享
受最低零利率的优惠政策。
同时进行的还有“老友相
半”活动，对于别克老用户
置换“双君”，贷款部分利
率减半。

此次 GMAC 推出的两
款信贷产品最大限度的满足
了消费者的需求，可以让更
多的人消除因首付款不足而
无法购得自己心仪爱车的顾
虑。其中“首付也分期，再
享零利率”贷款产品是针对
新客户购买君威、君越全系
列车型的。车主购车分为三
步走，第一次只需要支付车
价 30% 的现金作为首付款即
可使用新车，而第二次首付
是在一个月后支付，可以用
现金也可以通过刷卡方式操
作，算上免息期最多相当于
三个月后支付这 30% ，或者
用二手车置换款来抵扣。而
消费者所贷的40% 车款，可
选择 12 、 24 、 36 以及 48
个月的贷款周期，并可享受
优惠利率，特别是选择 12
个月还款周期的消费者，更

能享受零利率优惠政策。
除了吸引新车主，上海

通用别克品牌没有忘记老客
户，主题为“老友相半”的
信贷产品就是针对老用户推
出的——— 老客户贷款购车，
利率可减半。别克老车主只
需通过置换的方式支付 35%
的首付款，剩余 65% 的贷款
可以享受利率减半的优惠。
如果置换车辆的估价不足新
车价的35% ，剩余部分可以
通过现金支付或者刷卡的方
式补足。这种信贷产品同样
也有 12 、 24 、 36 以及 48
个月四种还款期限选择，最
低可享受4.78% 的超低利率
贷款，远远低于银行提供给

个人的汽车贷款 12 个月期
的利率。除了购买方面的优
惠，在新君威、新君越全系
车型享有的两年或 6 万公里
整车质保之外，厂家还特别
为新君越 2 . 0T 车型的重要
部件提供三年或 8 万公里质
保，让消费者用的更加安
心、放心。

作为国内中高档市场的
主力车型，别克新君威和新
君越自上市以来一直备受市
场追捧，深得消费者青睐，
成为了中高级车中炙手可热
的两款主力产品。

新君威这款备受瞩目的
全新一代中高档私人动感座
驾基于通用汽车最新全球中

级车平台打造，由通用欧洲
设计及工程开发中心领衔设
计和开发，并协同泛亚等全
球精英设计团队合作而成。
这是一款别克品牌“全球平
台、欧美技术”战略下划时
代的产品，将以新锐动感的
先锋设计、动感在握的精准
操控、前瞻领先的安全科
技、时尚潮流的科技配备四
大突出优势，全面引领国内
中高档动感座驾之潮流。

新君越作为“创变格局
的高级轿车”，别克全新一
代君越以动领新潮的设计风
格、高效澎湃的新生动力、
静界独到的宁静舒适、从容
领先的安全科技等四大突出

优势，率先跨越了中高级车
与高级车的分界线，树立了
中高档市场的全新标杆。凭
借全面超越同级的产品力，
别克全新一代君越对中高档
细分市场的竞争格局产生深
远影响。

笔者从上海通用获得的
数据显示，别克品牌上半年
销量继续高位增长，达到
2 5 3 5 4 0 辆 ， 同 比 增 幅
29% 。新君越与新君威的
“双君”组合以差异化的产
品定位引领中高级车细分市
场。 1 ～ 6 月，“双君”实
现销量 93526 辆，日均销售
520 辆，每隔两分钟就有一
辆新车交付。

“双君”战略逐渐清晰，
别克品牌进一步细分和完善
了其在中高档市场的产品布
局。别克全新一代君越携手
中高档私人动感座驾别克新
一代君威，以强有力的双品
牌组合开创了中高级车市场
的崭新格局。经过在中国市
场 11 年的发展和耕耘，别
克品牌已经拥有了超过 200
万车主。随着别克昂科雷、
新一代君威及全新一代君
越、英朗 XT 、英朗 GT 的
陆续上市，这一国际化品牌
将继续扎根于本土，以中国
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为中
国消费者带来更好的产品和
服务。

中国精英：帝豪旗下拥
有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吉利
汽车研究院；而且还和全球
300 多家汽车院校、汽车研
究机构、汽车生产企业保持
着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拥有
自己的人才储备基地吉利大
学。内外兼修，帝豪以专业
的技术走在汽车行业的前
端。

欧洲标准：从设计研发
到制造检测，全程用欧洲标
准打造，符合欧标对汽车安
全、环保等诸多要求。安全方
面，通过了欧洲碰撞安全测
试；环保方面，除了整车排放
达到了欧 IV 标准之外，整车
材料的回收率达到了惊人的

95% ；静音方面，采用了静
音工程技术的车身怠速时室
内车噪仅为37 分贝。

世界智慧：为了保证每
一个细节都让人满意，帝豪
在零部件的选择上不遗余
力。翻开帝豪的供应商名
单：博世、西门子、江森、
李尔、德尔福、法雷奥、奥
托 立 夫、 英 纳 法 、 伟世
通……几乎全部是世界顶尖
供应商。

为感谢广大车友们对帝
豪汽车的厚爱，济南帝豪汽
车 4S 店限时优惠正式启
动，特举办“感恩节亲情钜
惠 周末特惠专场”活动。

活动期间，帝豪汽车豪

礼回馈客户。还可参加抽
奖，中奖率 100% ， 3G 智
能防盗器、精美车模等您
拿！

1 、购 EC7 自动挡车型
优惠 3000 元，再送 3000 元
装具大礼；

2 、导航版优惠 8800
元，再送 100 0 元装具大
礼；

3 、超值换购 加 1 元
换购价值 100 元牌照架，加
10 元换购价值500 元座垫，
加 100 元换购价值 1000 元
太阳膜；

4 、真情感恩 回馈老
客户 活动期间，帝豪老客
户转介绍成功获赠保养一

次；
5 、另有部分车型特价

销售。
(活动 11 月 25-28 日，

适用于济南地区所有帝豪汽
车专营店)

其它优惠

1 、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 0 利息、 0 手续费”
信用卡购车计划，购车可享
受超值“双免”优惠。

2 、如果你想用车：
2010 年 11 月 30 日前，来济
南帝豪汽车 4S 店订购即有
机会享有免费使用帝豪试驾
车一周的特权。

3 、帝豪 EC8 火热上
市，接受预定中！定购更可
得大礼。

(以上一切解释权归本店
所有)

优惠不容错过，济南帝
豪汽车 4S 店恭候您的参
与。
济南帝豪汽车 4S 店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 31210
号
销售热线：

69928000 69927000
工业北路店：
88967667 88967997
匡山店： 85609266 85609366
工业南路店：88986666
商河店： 86655707
济阳店： 81173177
章丘店： 83708888
长清店： 66581066
二手车置换热线：
13173010572
网址：www. stauto . net

帝豪——— 欧洲的，世界的
——— 感恩节钜惠 送万元豪礼

首付也分期，再享零利率

别克双“君”打响车贷优惠双响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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