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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1 2 月 3
日，长城汽车移动体验
馆登陆泰安，顾客不仅
会享受到一系列的汽车
服务，而且还有精美礼
品等您来拿。

此次长城汽车移动
体验馆泰安站的活动将
于 12 月 3-5 日在恒盛
国际举办，届时，广大观
众将在长城汽车体验馆
享受到车辆鉴赏、技术
咨询、现场购车优惠、汽
车文化、汽车生活体验
等服务。

据悉，该移动体验
馆是长城汽车自主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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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倍受关注的马
自达经典 MPV 车型——— ——
Mazda8 将于 12 月初正式在
国内上市，2011 年目标销量
为 2 万辆。

据了解，即将上市的国产
Ma z d a 8 是第三代车型，以
AdvancedStylishPeopleMover
为核心设计理念，通过造型、
空间、驾乘及安全的全面革新
实现了 MPV 的再进化。

一汽马自达相关人士介
绍，Mazda8 拥有大气时尚的
整体设计、尊崇豪华的商务性
能和顶级周到的安全保护，彰
显了中高级 MPV 的质感与

实力，为消费者打造了一款全
纬度 MPV 。尤其 Mazda8 还
特有同级别 MPV 独一无二
的“ 无 敌 第 二 排 ”：长 达
400mm 的腿部空间、前后左
右自由滑动的座椅、舒适人性
的多角度扶手、1210mm 的车
内高敞空间和高端科技配置，
为 VIP 乘员打造了“超越头
等舱”的奢华乘坐空间。

新款 Mazda8 将于 12 月
中旬抵达一汽马自达泰安高
速达 4S 店，届时将举行店头
上市仪式，期待您的尊崇。

（李秋梅）

本报讯 记者从海马
福仕达泰安昌达销售服务
店获悉，为使更多的消费者
能够赶上汽车下乡补贴的
末班车，特推出巨额优惠活
动。

据悉，实施将近两年的
汽车下乡补贴将于本月 31
日到期，消费者购车享受
10% 补贴的时间还有 28 天。
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现在
购买海马福仕达全系车型
可以享受到 10% 的汽车下
乡补贴，以及提前享受 3000

元国家节能补贴的双重补
贴，最高节省 7500 元，另外
还可获得价值 1000 元的惊
喜大礼包。海马福仕达泰安
昌达销售服务店销售经理
告诉记者，以购买海马福仕
达 33800 元的车型为例，消
费者可以享受到汽车下乡
2980 元和节能 3000 元的补
贴，再减 1000 元的企业补
贴，合起来将近 7500 元的
补贴，实际支付 26820 元就
可以购买到一辆车身长度
超过 3 . 8 米的市场主流微

客，绝对值得出手。
据了解，作为微客市场

的生力军，定位于“轿车级
精品微客”的海马福仕达，
造型时尚，稳重大气，轿车
化的设计理念、生产工艺和
质量控制体系，造就了其轿
车般的品质；多功能商乘空
间、加强的底盘横梁设计，
提供了更强劲的承载能力；
优异的碰撞试验成绩和纵
横中国万里行的多方验证，
确保其行车安全和使用可
靠。上市以来，海马福仕达

凭借轿车化的设计理念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成为轿车
化微客的领军品牌。海马福
仕达泰安昌达销售服务店
销售经理表示，登陆泰安市
场以来，海马福仕达销量不
断攀升，其出众的品质获得
泰安市消费者的交口称赞，
海马福仕达泰安昌达销售
服务店希望借助此次优惠
活动，能够帮更多的用户下
定决心，借助汽车下乡补贴
的最后机会，购买到称心如
意的车型。（廖吉星）

国产Mazda8 本月初上市
2011 年目标销量 2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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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马福仕达再掀钜惠风暴

上海华普钜惠万
前所未有 绝对超值

本报讯 近日，记者
从上海华普汽车泰安宇
华 4S 店了解到，为冲击
年底销量，上海华普汽车
部分车型最高优惠 10000
元，有意购买车的朋友不
妨到店试乘试驾。

据悉，上海华普汽车
发动机采用德国 BOSCH
公司最新第三代多点电
子燃油顺序喷射发动机
智能管理系统(M7)技术，
最 高 输 出 功 率 达 到
69kw，0-100 公里提速只
需 8 . 9 秒，而百公里经济
油耗≤ 4 . 5L，尾气排放
达到欧Ⅲ标准。同时，采
用欧洲最新轿车底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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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种 车 ，长 约
，单面展开，双层结
配有宽大的 LED 屏
品质音响等设备，
品牌宣传、品质展

互动体验、销售咨询
体的全新营销模

突破传统汽车营销
费者只能进专卖店
的禁锢。长城汽车
玮垒旗舰店还为广
户准备了购车大

购车享受 2000 元大
、现场期间参加活
有更多礼品等你

(杨国旗)

体验馆

泰安

万元

沛、安全可靠、空间
、操控灵活、人性设
置齐全等六大特
4-6 万价格的汽车

全性、操控性、经济
是数一数二的。
据上海华普汽车泰
华4S 店工作人员介
海华普车型享受 3
10 万公里整车质
养加工时材料费的
在 120 元左右。“在
万价格的车型中，上
普这次钜惠 10000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购车用户来说是一
好的抄底机会。”该
人员说。

(乔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