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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岁末，车市即将迎来
新一轮购车高峰。为回报广大
读者对齐鲁晚报《都市车界》
的支持和厚爱，加强与省城车
迷的密切关系，本报汽车编辑
室特在年底之前联手省城部
分主流汽车商家推出“买好车
送好报”活动。活动期间，凡在

指定经销商处购车的消费者，
除了享受正常优惠外，还有机
会获赠 2011 年全年《齐鲁晚
报》或《生活日报》。

《齐鲁晚报》是由大众报
业集团主办的山东省唯一的
省级晚报，创刊 20 多年来，一
贯坚持“为读者服务，与读者

俱进”的办报宗旨，日均发行
量达到150 余万份。2009 年，在
世界报业协会公布的世界日
报发行量百强当中位居第 22
名，全国第四，都市类媒体第
一。2005 年至2010 年连续入选
中国最具价值品牌 500 强，
2010 年品牌价值17.9 亿元。

《生活日报》是由大众报
业集团主办的山东省第一张
都市生活类晨报，是除《齐鲁
晚报》以外济南市家庭订阅
量和订阅率最高的报纸。日
发行量已达 45 . 2 万份，成为
齐鲁大地首屈一指的都市报
和济南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媒

体之一。
据了解，参与本次活动的

合作商家，都是在省城汽车业
界有较高知名度和良好口碑
的汽车流通企业，致力于为购
车者提供全面、周到、细致的
购车用车服务。即日起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前在这些商家

处购车，除了能买到放心可靠
的新车，享受常规优惠外，还
将有机会获赠 2011 年《齐鲁
晚报》或《生活日报》订报卡，
让你把“好车”和“好报”一起
带回家。 (本记)

附：“买好车，送好报”活
动指定商家

你买好车，我送好报
——— 本报联手省城车商推出岁末读者回馈活动

润华集团 咨询电话：87299999

东风日产大友专营店
主营车型：公爵、天籁、奇骏、道客、轩逸、TIIDA 骊威、玛驰

咨询电话：88880000

济南大友宝
主营车型：宝马全系

咨询电话：88788888

济南金天易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江淮同悦、和悦、宾悦、瑞风、瑞鹰

咨询电话：68818988

济南坤利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奇瑞 A3、风云 2、瑞虎、QQ、旗云 1、旗云 2、旗云 3、A1

咨询电话：88618666

济南万迪商贸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吉利全球鹰熊猫

咨询电话：87560588

济南华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路虎全系车型、捷豹 XJ\XF
咨询电话：88676060 88676161

济南德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辉腾、途锐、甲壳虫、甲壳虫敞篷、尚酷、TIGUAN、大众旅行车、EOS、CC、R36

咨询电话：83156000

济南东岳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瑞麒、威麟

咨询电话：82765227（瑞麒）82765268（威麟）

济南东岳大舜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中华汽车

咨询电话：82765128

济南帝豪汽车4S 店
主营车型：帝豪 EC7、帝豪 EC7-RV、帝豪 EC7-CVT、帝豪 EC8 系

咨询电话：69927000（EC7 系） 69928000（EC8 系）

山东世中实业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吉利金刚、金刚 2 代、金鹰、金鹰 CROSS

咨询电话：88674567

山东吉利汽车超市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吉利自由舰、远景

咨询电话：87292222

山东蓝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比亚迪汽车 F3、F6、S6

咨询电话：55553333

济南宏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长丰猎豹 CS6\CS7、飞腾、奇兵、帕杰罗、黑金刚

咨询电话：87585511

一汽奔腾山东省智销售服务中心
主营车型：奔腾 B50\B70

咨询电话：82033891

山东翔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悦翔、奔奔 Mini 、长安 CX20 、长安 CX30

咨询电话：68810555

济南润华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主营车型：威驰、花冠、卡罗拉、锐志、皇冠、RAV4、普拉多 4000、兰德酷
路泽、柯斯达、进口普拉多 2700、海狮、普瑞维亚

咨询电话：87297888
济南东岳顺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斯柯达明锐、晶锐、昊锐

咨询电话：82789266、82786665

山东圣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三菱帕杰罗、猎豹黑金刚、奇兵、CS6、飞腾经典版、飞腾时尚版

咨询电话： 66572666 88192666

造型，不是对汽车的简单
装饰，惊艳的造形，足以在第
一时间，俘虏你的心灵。在外
形上，帝豪 EC7 的可说之处
很多，一眼看去稳健大气，同
时又不失年轻的时尚气息。

欧洲标准的设计，超大
的驾乘空间，以及 1 . 8L 的排
量，强劲动力更加节能省油，
加上较为低廉的保养费用，
诸多特点成为自主中级车实
力派代表之作。销量见证实
力，自上市以来 EC7 的销量
一直稳步提升。

虽然对于北方的冬季来
说，这个冬天来得有点迟了，
但是街头树枝上摇摇欲坠的

树叶告诉我们冬天即将到
来。生活过得太“快”了，汽柴
油价格不断上涨，来自帝豪
汽车的优惠也适时而到，让
这个冬天渐渐变得温暖起
来。

为感谢广大车友们对帝
豪汽车的厚爱，济南帝豪汽
车 4S 店岁末优惠月正式启
动，12 日前到店看车，即可享
受“老客户送温暖 新客户
送优惠”的以老带新优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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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客户送温暖：老客
户在 12 月 31 日前可到 4S 店
参加免费服务活动：“三油两
水”、36 项免费检测、免工时
费换防冻液、活动期间工时

费一律七折优惠(除事故车辆
外)。

2 . 新客户送优惠：活动
期间，所有新购车客户可获
赠 1000 元装具大礼包。

3 . 转介绍有礼：帝豪车主
转介绍成功送免费保养一次。

4 . 礼从店降：来店赏车
试驾有礼相赠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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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时间 12 月 1 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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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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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能环保 风行一路先行

寒冬温情 帝豪先行
——— 帝豪汽车岁末优惠月邀您参与

就当下消费者最为关心
的环保问题而言，东风风行
立志做节能环保的先行者，
并基于“人本”精神打造出景
逸和菱智这两款车型，采用
了最新生物技术材料，将绿
色生物科技与汽车制造完美
结合，将节能环保的功效发
挥到极致。因此，两款车均得
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也
在整个汽车市场上取得了骄
人的销售成绩。

景逸 1 . 5XL 山东区域

订单突破 5000 台

据悉，自景逸 1 . 5XL 在
山东地区上市以来，销量迅
猛增长，订单数已经突破

5000 台。取得如此骄人的成
绩主要归功于景逸 1 . 5XL 良
好的品质、炫酷的外形、强劲
的动力和超大的舒适空间以
及 5.99 万起的优越价格。

大两厢、大空间。景逸
1.5XL 车身尺寸为4320 × 1804
× 1 6 2 0 m m ，轴 距 长 达
2685mm，为同级车型最长轴
距，再加上合理的后部空间设
计，创造了可媲美雅阁、帕萨特
等 B 级车标准的后排乘坐空
间，堪称同级车型空间之王。景
逸 1 . 5XL 的行李厢容积为
700L，可以让两个身高 1 米 8
的成年男子舒适地安坐其中。

三菱发动机、MIVEC 技术

景逸 1 . 5XL 搭载的三菱
4A91 发动机，是目前三菱最
先进的 1 . 5L 全铝发动机，不
仅实现了轻量化设计，而且
采用了三菱 MIVEC 可变气
门正时技术，提高了散热能
力、加速性能与燃油经济性，
最大功率为 88kW，最大扭矩
为 143Nm，更让人称赞的是
其百公里油耗(60 公里定速)
仅为 4 . 0L，排放更是达到了
欧Ⅳ排放标准，是一款高性
能的环保发动机。

全方位安全保障

相比以前的车型，景逸
1 . 5XL 增加了多项被动安全
项目，3H 高刚度车身、全车

防撞钢梁、B 柱 4 层钢板加
固、前车门防撞梁、井字形安
全底盘、A 柱防撞销设计、引
擎罩压溃槽，在普通车型最
薄弱的环节给予增强。

菱智感恩回馈 交

2010 元抵 10000 元

岁末将至，为感谢万千
车主长此以往的支持和拥
护，节油冠军风行菱智感恩
回馈活动现已火热启动，即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您只需预
付定金 2010 元，购车时便可
抵用 10000 元现金，如此心动
大礼倾情以待，诚邀莅临展
厅品鉴。另外，济南利航风行汽
车推出了风行 CMV 系列，售

价7.98 万元。即日起购买风行
CMV，交2000 元抵3000 元。

东风风行在 2010 款菱智
的动力选择中，核心的考量
因素也是节油环保，东风风
行 最 终 选 择 了 三 菱
4G69MIVEC 发动机与 1 . 9T
德国雷默动力柴油发动机。
这两款都是以节油著称的发
动机，2010 款菱智搭载的三菱
4G 6 9 发动机携带先进的
MIVEC 系统，动力、节油性能
一流；而 1 . 9T 德国雷默动力
柴油发动机，使一款重量达
1 . 8 吨的 MPV 车型的综合油
耗保持在百公里 6 升以内。

风行菱智 D19 柴油版商
务车上市以来，一直得到各
界媒体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和认可。经过市场验证，济南
利航经贸有限公司风行菱智
柴油车的销量取得大幅度快
速提升，在新老客户中树立
起良好的口碑。
济南利航 4S 店
电话：85609911
地址：济南市西外环路10 号
工业北路 4S 店
电话：88683311
地址：工业北路100 号
工业南路直营店
电话：88191398
地址：工业南路72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