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享宜居 尽享服务

全新福美来三代上市

本报讯 近日，记者
从海马汽车泰安昌达 4S
店 获 悉 ，全 新 中 级 家
轿——— 全新福美来三代
正式上市。

据悉，此次全新福美
来三代共推出4 个型号。市
场指导价分别为1.6L 手动
舒适型 7. 68 万、1 .6L 手动
豪华型 8. 58 万、1 .6L 自动
舒适型 8. 98 万、1 .6L 自动
豪华型 9 . 88 万。全新福美
来三代以“HOMEY 宜居”
为设计理念，寓意这款产品
像家一样舒适、安心、亲切，
尊重每个家庭成员的需求，
让全家人放心享受驾乘的
乐趣，而全配置宜居空间、
全驾程灵动操控和全方位
五“心”安全三大产品卖点
将为用户带来全程安心的
用车体验。车身尺寸为4535
×1740×1480mm，较上一代
福美来尺寸更加宽大，

2615mm 超长轴距设计保证
了车内充足的宽适空间。在
动力方面，全新福美来三代
搭载了自主研发的 HA-
VVT-1 . 6 发动机，最大功
率 88 . 2kw，发动机性能居
于同级别车型中的领先地
位，而针对自动挡车型，全
新福美来三代还采用了
CVT+VVT 的黄金动力总
成组合，实现动力、节油的
平衡。

作为一款主打家用轿
车市场的全新车型，全新
福美来三代始终将消费者
利益放在首位。上市后，用
户可以享受到双倍购置税
优惠政策，即不仅可以享
有国家减免2.5% 的购置税
优惠政策，获得海马送出
的相同优惠幅度的购车补
贴，还将享受 3000 元的节
能惠民补贴。同时将提供
汽车金融信贷服务，降低

用户的购车门槛，让更多
的用户安享宜居生活。在
售后方面，海马为全新福
美来三代用户提供“3+1”
服务专享即在配合既有的
阳光假日、金秋之旅和福
入万家服务活动之外，用
户还将享有海马动力总成
5 年 10 万公里的保修政
策。

海马汽车泰安昌达4S
店销售人员介绍，福美来
一直是当地销售的明星车
型，其节油的好口碑和可
靠的品质一直被当地车主
们津津乐道。这次换代的
消息一经发布，就吸引了
很多消费者的关注，尤其
是随着网络预定的开展，
已经有不少消费者提前到
店预订了这款新车，从火
爆的预售情况来看，不仅
可以明显感受到消费者对
于福美来品牌的信任和厚
爱，同时也对这款车未来
的市场表现充满了信心。

作为中级家轿市场经
典品牌的换代产品，全新
福美来三代从内到外运用
了海马汽车在家轿领域积
淀的最强最纯熟的技术实
力，带给人们耳目一新的
感觉。全新福美来三代的
上市无疑将为上市 8 年的
福美来品牌注入全新的活
力，也为消费者带来福
音。

（廖吉星）

本报讯 作为新能源
汽车领导者，比亚迪进军微
轿市场的主力车型 F0 ，自
推出以来就备受关注，其出
色的动力性和良好的经济
性使 F0 不负众望，自今年
3 月以来持续多月稳坐微
轿冠军宝座。

据悉，比亚迪 F0 采用
了自主研发的 BYD371QA
全铝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曾
获得博格华纳杯“中国心”
十佳发动机的美誉，具备了
耗油少、动力足、节能环保
等众多优秀品质。在中汽协
1 . 0L 车型节油测评中，F0
以最低油耗 3 . 3L 的成绩脱
颖而出，勇夺“节油冠军”称
号，成为名副其实的“节油
王”。
采用双顶置凸轮轴每缸四

气门设计，排量仅为 1 . 0L,
升功率却突破了 50KW/L，
最大扭矩 90Nm，最高时速
达 151 公里。这些指数在同
级别发动机中可谓首屈一
指。而排量低、功率大，也代
表着发动机输出功率随之
提高，自然拥有更充沛的动
力，使其可以轻松应对城市
各种路况。另外，发动机全
铝机身也减轻了车身自身
的重量，与同级别铸铁发动
机相比，全铝发动机减少了
一半的重量，有效地降低了
燃油消耗和前舱重量，使得
F0 转弯时更加轻便灵活，
在制动时也能有效减少制
动距离，增强了车辆的操控
性和安全性。同时保养费用
在同级别车中就具备了明
显优势，真正成为了一款经

济、实用的家庭轿车。
无论动力、外形、油耗

还是驾驶体验，比亚迪 F0
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成
为微轿市场实至名归的

“王者”，而“联信—中国汽
车品牌满意度调查”冠军
和“09 年度中国汽车新车
质量满意度调查”冠军的

“双冠王”荣誉也充分证明
了 F0 的实力。尤其是 F0
尚酷爱国版的推出，全新
娱乐系统的升级，给消费
者带来了不一样的炫酷体
验。凭借尚酷爱国版的时
尚、配置双升级，F0 必将
在微轿市场引起新一轮的
销售热潮，为冲击月销两
万辆的销量目标提供了更
加充分的保障。

（程荣荣）

微轿冠军

比亚迪 F0动力与节油兼得

本报讯 11 月 25 日
至 12 月 25 日，海马王子
将在全国开展以“冬日温
情 福爱随行”为主题的
冬季服务月活动，通过全
车免费检测以及“三液”免
费添加等多重超值服务为
海马王子用户带来冬日的
温暖。

活动期间，海马王子
用户可以享受包括暖风系
统、制动系统、转向系统、

动力系统等十一项免费检
查，并可以享受到防冻液、
玻璃洗涤液和制动液的

“三液”免费添加服务。同
时，海马王子用户到服务
店进行车辆维修可以享受
维修工时费 8 折优惠，并
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

海马王子泰安昌达销
售服务店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马王子登陆泰安市
场以来，凭借出众的产品

性能和良好的口碑效应，
获得了消费者的认可，销
量不断攀升。随着冬季到
来，极端寒冷的天气条件
对车辆的性能要求比较
高，海马王子泰安昌达销
售服务店希望通过此次服
务活动保证用户冬季的行
车安全和温暖出行，回馈
消费者对海马王子的支
持。

(赵峰)

冬日温情 福爱随行

海马王子冬季服务月 25日启动

寻找泰安哈弗第一人

长城汽车倾情回馈
本报讯 为了感谢所

有老客户对长城汽车支持
和厚爱，长城汽车即日起
推出“老哈弗免费换购新
哈弗”活动，回馈广大客
户。

据悉，长城汽车始终
秉着向一流品牌看齐，不
断创新服务理念。在哈弗

车系全新升级的同时，销
量走高之际真情回馈新老
客户，推出“老哈弗免费换
新哈弗”活动。活动期间，
持有购买长城哈弗 H3 的
发票及上户时间证明并仍
然在驾驶这辆车的顾客，
提供行驶证原件，经核实
信息后，如果是泰安第一

辆老哈弗，就有机会获得
长城汽车提供的终极大
奖，“老哈弗免费换新哈
弗”；第二名到第十名的客
户均获得价值两千元售后
维修金卡，其他凡是登记
的客户均可享受免费全车
检查。活动将持续到 12 月
15 日。 （杨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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