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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Polo 齐鲁达人秀即将开幕
你是运动达人？时尚达人

还是艺术达人？ 想证明自己
是齐鲁达人？想要与 New
Polo 同台演绎？那么，就赶
快报名参加“风格由我，
New Polo 齐鲁达人秀”，
成为达人中的明星吧！
全新一代 Polo 即将登场

国产全新一代 Polo 即
将 12 月风格登场！即日由
上海大众汽车山东销售服务
中心联动山东 17 地市经销
商，与山东主流媒体共同主
办的“风格由我， N e w
Polo 齐鲁达人秀”大赛正在
如火如荼的报名征集中。此

次比赛与其他名目众多的达
人比赛不同的是，报名参与
者即可获得 New Polo 优先
购买权(可转让朋友同享)，
更值得一提的是，最终决出
的总决赛冠军，将赢得 New
Polo 一年的免费使用权，并
成为 New Polo 山东区域上
市会表演嘉宾。

上海大众 New Polo 是
第一辆全面贯彻大众汽车集
团最新设计理念，具有“ 5
代潮流风范、 35 载车坛经
典”的车型，不仅充分考虑
了中国市场的特殊需求和中
国消费者的独特审美品味，

而且保证了设计上的最高水
准和完美品质。此次 New
Polo 的推出延续了 Polo 一
直以来的亲民路线，但个性
上却更加鲜明。亲和不失个
性，平凡中透出不凡，这既
是新一代 P o l o 的完美提
升，又是 Polo 品牌再一次
极富创意的激情突破！
现款 Polo 倾情促销

随着 New Polo 的上市
日期临近，现款 Polo 劲情/
劲取同期倾情促销火爆进行
中，4 大礼包最高优惠 2 万
元！

1、现金优惠大礼包：购

现款 Po l o 最高现金优惠
10000 元，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

2、行车无忧大礼包：购
现款 Polo 即送价值 4000 元
车辆保养套餐！

3 、惠民补贴大礼包：
购现款 Polo 惠民直补 3000
元！

4 、实惠车贷大礼包：
购现款 Polo 更享 0 利率车
贷或 50/50 弹性贷款计划，
最高节省 3000 元！
齐鲁达人 风格由我

神奇小子 Polo ，已经奔
跑了 35 年，征服了无数人

心。而 New Polo ，强势升
级，风格独具，势必续写属
于冠军的神奇之旅。“风格
由我， New Polo 齐鲁达人
秀”赛事的举办正是定位于
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理
念，传递的是一种感动齐鲁
的人文关怀。同时，通过达
人活动进一步展现New Polo
品牌形象和生活态度，给齐
鲁达人提供一个互相认识、
互相交流的平台，也为关心
New Polo 的人们和拥有不平
凡梦想的达人提供一个施展
才华的机会。

身为达人的你心动了

吗，还不赶快打电话报名参
加，与我们一同加入“寻找
勇于达成梦想”的队伍，证
明自己的达人实力，与 New
Polo 登上同一闪耀舞台，唱
响自己的达人誓言！

比赛地点：上海大众各
地市 4S 店(预赛)、济南皇亭
体育馆(总决赛)。

咨 询 专 线 ：0 5 3 1 -
89006606。

报名方式：上海大众汽车
各经销商展厅填写报名表参
与或登录山东大众汽车网
http：//www.sddzauto.com/网
上报名参与。

江淮和悦铸造精品“大众车”
近日，江淮汽车在首届全

球汽车论坛上表示，旗下魅力
车型江淮和悦剑指“国民车”。
欲称“国民车”，知识产权、售
价、质量、外观等通通在考虑
范围之列，更重要的是，它能
从中反射当代的国民经济内
涵，江淮和悦能否胜任？笔者
做了如下分析。
精良品质铸造家庭价值

和悦作为一款 B 级轿
车，价格仅在 6.48-8 .48 万之
间，却拥有非常不错的配置和
较高的品质，性价比优势不可

小觑，世界级的先进生产设备
和一流的工艺，为和悦的卓越
品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生产
全程绿色的生产工艺，全车绿
色环保的材料，无毒无害的水
性漆涂装等环保措施，为车主
营造了健康舒适的用车环境。
另外，和悦还配备了许多中高
级车上才能看到的配置，如溃
缩式方向盘、双安全气囊、倒
车雷达、带侧防撞梁车门、前
后盘式制动、电动天窗等。
宽适空间致力事业发展

购车消费者除了家庭需

要，工作需要也占据了一定比
例。外型要大气，空间要宽敞，
这些都是商务人士的择车标
准。而空间大恰是和悦的最大
亮点，无论是乘坐还是储物空
间都很宽裕。和悦的车型尺寸
为 4590×1765×1465mm，在
同级车中表现上乘，但其拥有
长达 2710mm 的超长轴距，比
平均水平高出 100mm，在同
级车中堪称王者。
优雅造型衔接中外文化

和悦外观设计一改国内
自主品牌照搬抄袭国外产品

造型的普遍现象，体现了大量
中国文化的经典元素，不仅汲
取了祥云、汉唐建筑、京剧脸
谱、太极等传统图案，还继承
了江淮轿车的家族特点———
如飞扬的双翼，比例完美、流
畅线条、时尚大气且动感十
足，非常符合中国消费者的审
美观念，是近年来国内车市最
具气质的车型之一。自 08 年
北京车展首次亮相后，就获得
了媒体和消费者的一致赞誉。
主流技术衍生国车新锐

动力方面，和悦 201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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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音效果也大幅提升，而且更
为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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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市场日新月异，快速
的更新换代考验着“国民车”
持久的耐力及实力。如果有这
样一款车，在体现家庭价值的
同时能够帮车主开辟事业之
途；拥有自主心脏却能摒弃传
统观念；将现代技术完美的融
于一身，同时为他车起到标杆
作用，那么这款车就可以称作
并将长期称作“国民车”。纵
观以上分析，和悦正是这样
一款车，江淮轿车用自己的
独家秘笈开拓了在和悦车轮
上的“国民车”经济。

中高级车市新贵——— 君越
中高级轿车市场历来不

缺乏竞争，不管是在技术创
新、产品品质、市场表现和用
户口碑等多方面来看，江山都
代有才人出。说到这年中高级
车市场表现，别克君越是不得
不提的，这款别克品牌的重量
级车型凭借“高级轿车”实力，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销量即
突破 10 万辆，打破了日系车
对中高级车市的垄断地位。

新潮设计营造感官高级感

据了解，别克新一代产品
的 设 计 理 念 源 自 于 别 克
Riviera 概念车，把动感鲜明
的车身线条与雕塑感曲面完
美揉合。无论是直瀑式格栅镶
嵌别克盾牌标志、SWEEP
SPEAR 弧光曲棱车侧特征线
或别克经典 Porthole 镀铬舷
窗，无一不彰显这个百年品牌
的精粹积淀和匠心独具的创
造 力 。而 5 米 的 车 长 、
2837mm 的超长轴距，这款充
满霸气而又不失精炼的轿车

让人好感十足。

尖端科技成就驾乘高级感

以别克君越为例，它带给
中高级车市场首款燃油直喷
V6 发动机，改变了以往中高
级轿车市场 V6 车型叫好不
叫座的现象。该发动机可输出
最大功率 190kW/6800rpm，
最大扭矩 296Nm/5600rpm，
升功率高达 63kWL，在自然
吸气式发动机中位列前茅。配
合先进的六速手自一体智能
变速箱，别克君越在 8 . 1 秒
内就能完成 0 ～ 100km/h 加
速，最高时速可达 215kmh，
而等速百公里油耗最低可达
6 . 5L。别克君越高端车型上
还采用增强型 H-arm 高等级
悬挂，并首次引入以往只装备
于豪华车上的 CDC 全时主
动式稳定系统，不仅在高速行
驶时底盘更加扎实，操控愈发
精准，更拥有超越同级的底盘
舒适宁静卓越特性，为消费者
带来绝对高档的驾驶体验，这

也是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赢
得选票的关键。

豪华配置凝聚用车高级感

在中高级车里，什么样的
配置能称得上豪华配置？答案
估计众口不一。但是如果躺在
舒服的带通风、加热和按摩的
顶级豪华真皮座椅上，在如
同图书馆般安静的宽敞空间
里，享受着 384 瓦、 11 个扬
声器的 5 . 1 声道豪华音响传
来的悠扬乐曲，或者是在后
排欣赏 8 英寸 WVGA 宽屏
播放的 DVD 电影，在三区
独立控制自动空调的舒适气
温里与喧嚣的外界彻底“绝
缘”，这种时候，一种高级
用车感必定油然而生。此
外，安吉星 OnStar 全时在线
助理、 40G 硬盘式导航系统
及 E-touch 多媒体控制系
统、 Ice Blue 冰蓝一体环绕
灯三区全自动空调、后排
230V 电源等，也为消费者带
来越级的豪华体验。

思铂睿城市驾控冠军等你拿
急加速、绕桩、急刹车，

紧急变线的刺激，弯道刹车
油门的完美配合，更兼专业
赛道助力思铂睿令畅快驾
驶一气呵成。玩转思铂睿
1000°，自 11 月 20 日起东
风 Honda 思铂睿大型试驾
会隆重登场，从温州到台
州，从苏州到海口，从东莞
到佛山群雄争锋看谁是城
市操控冠军！

11-12 月，东风 Honda
携手太平洋汽车网在国内 8
个城市举办“思铂睿玩转
1000°试驾会”，广大思铂
睿爱好者一睹思铂睿风采，
亲身感受运动操控的极致
魅力，同时还可以参加由易
车网在另外 3 个城市举办
的“思铂睿有奖互动试驾
会”，喜欢思铂睿的您现场
即可将思铂睿招致麾下！

作为东风 Honda 首款
运动型轿车，思铂睿将“运
动”这一特点从外到内都贯
彻得淋漓尽致，以其智能动

感的设计和优异舒适的操
控性能深深吸引了试驾会
现场的每一位车友，试驾会
现场激情飞扬。

试驾会中的蛇形绕桩
项目让车友们在每个弯道
都能轻松享受到驾驶的乐
趣，而直线加速紧急避让，
使车友们亲身感受思铂睿
EPS 和 VSA 系统有机结
合，令整车稳定性能更加突
出。专业车手的赛级蛇形绕
桩及 180 度掉头完美表演
更是思铂睿稳定性、操控性
优异的至佳体现。

思铂睿全系标配换挡
拨片，这一装备无疑是为运
动而生，通过这一装备实现
加减挡，不仅方便快捷，而
且给人极佳的操控快感。在
11 月 20 日思铂睿试驾会温
州站，车主王先生更是对这
一配置青睐有加：“换挡拨
片实在太能挑战你的激情
了，这个价位的车型中配备
的还真稀有。”

除了换挡拨片、EPS 和
VSA，最能说明思铂睿操控
品质的底盘、悬架结构等也
是被给予极高评价，思铂睿
试驾会台州站中当场决定买
思铂睿的试驾车主徐先生
说：“一是悬架结构使得思铂
睿路感非常清晰，这大大提
升了驾驶时的兴奋感；二是
方向盘的指向性特别精准，
感觉误差不超过几厘米，和
手臂融为一体的感觉，可以
放心做高难度动作。”

锋锐动感的时尚外观，
投射年轻本色；雄浑高效的
动力操控，以磅礴之势逾越
险阻；高端品质洞悉全局，
从容征服畅享无限驾趣。唯
有体验，才能还原高端运动
型轿车运动的本质；唯有体
验，才能“晒”出高端运动型
轿车运动的张力。您还在等
什么，12 月思铂睿试驾会还
将在东莞、佛山、金华登场，
玩转思铂睿 1000°，思铂睿
城市操控冠军就是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