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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8 今日烟台

一年一度的春季车展已经进入

倒计时，各个品牌的经销商正在紧

张有序地准备着这次车展盛宴，作

为市民，想必最关心的还是这次盛

宴能带来什么样的购车优惠。今天

记者就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烟台春季

车展各大品牌的展前优惠吧！

记者在多家汽车4S店了解到烟
台车市的最新优惠信息：2011年正
值奔驰125周年，奔驰作为百年豪华

汽车品牌，旗下车型越来越丰富，针
对的群体越来越年轻化，此次参展
车型A级车、B级车、C级车、E级车、

S级车、GLK级等主打车型之外，众

多轿跑车型和AMG车型也会参展。

作为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一、法

国第二大汽车品牌——— 雷诺汽车现

已亮相烟台，登陆烟台骏泰，雷诺烟台

骏泰专营店是烟威地区第一家经厂

家正规授权的4S店，占地面积超过
4000平方米。骏泰专营店完全按照雷

诺A级最高级别的标准来建造，以期
为港城雷诺车主以及钟情于雷诺的

消费者提供最完备的“4S”服务。

作为高安全性能豪华车的代

表，沃尔沃(VOLVO)汽车正式向中

国市场推出最具驾驶乐趣及最安全

的高性能豪华轿车——— 全新沃尔沃
S60的多个版本供消费者选择。

在烟台鹏翔华晨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中华为回馈广

大消费者对中华骏捷FRV的厚爱，推

出了“车展价格，提前放送”购车优惠

活动。凡进店购买中华铝合金轮毂限

量版FRV，均可获赠全车保险+精美

套餐，精美套餐包括太阳膜等车内饰
品，自由套餐，自主组合。

展展前前车车市市优优惠惠多多
专刊记者 张辉

您也许听说过宝马的

操控性很优秀，但是到底有
多优秀只有开过才知道笔

者参加了烟台中达翔宝举
行的“3箭齐发·奏响激情悦

章”BMW3系家族试驾活动

后发现，近乎完美的底盘和
操控表现让我试驾过的其

他竞品车型黯然失色。

活动开始前由来自大

连的宝马中国培训师徐海
先生讲解试驾路线，本次试

驾主要障碍为蛇形绕桩以

及8字绕桩。与此同时，三款

不同排量的BMW3系也在

赛道上整装待发。对于此次

的试驾活动心中还是充满

了期待，因为活动将采取计

时赛的形式展开，所谓“宝

马”配良将，赛道上各路好
手将尽显身手。

在绕桩的过程中，主动

转向系统表现出了异常的

优越性，由于场地有限，这

次留给325i发挥的只是一

条简短而紧凑的跑道，与其
说这样的绕桩测试是在检

验悬挂和轮胎的极限，倒不

如说是在调查转向机构的

灵活性和指向性。这是一部
方向盘几乎不需要倒手就
能完成各种程度转弯的车
型，3系不仅转向精准，在大

幅度的绕桩过程中，方向盘

的转动角度甚至很少有超
过90度的时候，我想再也不

会有人在这个时刻感到手
忙脚乱了。

活动最后，培训师进行
了简短的表演。而在看到烧

胎表演的时候不禁想到宝

马的防爆轮胎。它的独特之

处在于即时是在所有气都

跑光后，仍能安然驶向修理

厂。当轮胎气压为0时，较厚

的胎壁保证了足够的支撑，

它仍以80公里/小时的速度

继续行驶150公里。在这里

之所以要简述这项技术，是
为了纠正很多人一个误区：

防爆轮胎并不是指轮胎不
怕扎，而是这种轮胎在行驶
中可以防止爆裂带来的危
害。

BMW授权经销商
烟台中达翔宝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机

场路199-1号

(通讯员 初子湄)

2011年正值奔驰125周年，

奔驰作为百年豪华汽车品牌，

旗下车型越来越丰富，针对的

群体越来越年轻化，此次参展

车型A级车、B级车、C级车、E

级车、S级车、GLK级等主打车
型之外，众多轿跑车型和

AMG车型也会参展。在众多

车型中，最值得期待为2010年

底上市的A级轿车，此款车售
价仅为23.8万元，车身小巧灵

活，驾驶简单舒适，空间也足
够使，它有一个年轻并且十分

休闲的外貌，一款偏向女性驾

驶的车。另外一款值得期待的

车型为刚刚上市的E200L，作
为梅赛德斯——— 奔驰长轴距E

级轿车又一力作——— 长轴距E

200 L CGI，其官方指导价为
46.5万元人民币。全新CGI缸内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以极低

能耗释放强劲动力。加长后排

空间，PRE-SAFE预防性安全

系统，及注意力辅助系统,给您

带来安全无忧的驾乘感受。

E级的存在就是一种

提供平衡的解决方案：舒
适、稳重、气度与活力兼备，

这就是E级，一款比C级有
型、比S级有朝气的中庸豪

车。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关于奔驰车型的信息，请关

注车展期间奔驰展位
(通讯员 唐娟娟)

近日，沃尔沃(VOLVO)

汽车正式向中国市场推出最
具驾驶乐趣及最安全的高性

能豪华轿车——— 全新沃尔沃
S60。车型指导价分别为：S60

T6 AWD智尊版529,800元；

S60 T6 AWD智雅版429,800

元；S60 2 . 0T智尊版369,800

元；S60 2 . 0T智雅版339,800

元；S60 2 . 0T舒适版305,000

元；S60 2 . 0T智尚版288,800

元。全新沃尔沃S60专为与时
俱进的精英人士量身打造，

其配备的全球顶级的动力和

底盘系统与世界首创的安全

科技，充分展现了沃尔沃汽
车现代北欧豪华特色，以人

为本的瑞典造车工艺，以及

强大的技术创新研发实力。

而这款全新车型的上市，说

明沃尔沃汽车对中国市场高
度重视，它进一步丰富了沃
尔沃在中国的产品线，重塑

高性能豪华轿车新格局，为
消费者提供更年轻化及多元

化的豪华车选择。

在全新S60新闻发布
会中，我们感受到一股强

烈的自信与骄傲。相对于
目前国内所有同级车型，

全新 S6 0在每一个方面，

无论是动力、操控、科技或

是设计，可以说是全面超
越了对手。更何况是沃尔

沃向来引以为傲的创新安

全科技，更是让全球所有
车厂望尘莫及。

这次全新S60独树一格
地倡导了“驭安全纵驾趣”

的品牌哲学，强调专为与时

俱进的中国精英量身打造。

纵是极致驾趣，燃点终极驾

驭渴望。驭是极智掌控，品

位人生收放自如；全新沃尔

沃S60，在激情与理智间游
刃有余，尽享驾趣人生！

4S中心地址：烟台市芝

罘区机场路248号(黄务立

交桥北200米路东)

(通讯员 魏春燕)

没有故事，不成人生。每

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故事，热

烈奔放，寂静欢喜，经历岁月

沉淀，人生从此不同。Jeep70年
SUV的缔造者和引领者，传承
了Jeep的一切，无论他的四驱

技术，还是战争赋予他的钢筋

铁骨，还是Jeep的精神。Jeep精

神是一种充斥着雄性激素和

探求速写的钢性精神，是一种

洋溢着激情与勇敢的无畏态

度。Jeep就好像一个有责任感、

有情意的兄弟，和他在一起出

门在外，关键时刻他决不会临
阵逃脱或丧失战斗力，而是全

力以赴和我一起并肩作战面

对各种困难，完胜而归。与Jeep

做伴，做真男人。

Jeep最能代表我的性格，

不论何处，Jeep都带着一种不
加掩饰、豪放直爽的风格，一

张极典型的面孔，一个强壮

的体魄，一片自由驰骋的心

灵天空。

Jeep代表着一个梦———

男人闯荡天下、奔腾万里的

梦想。在他的脚下，没有征服

不了的路途，没有闯不过去

的险关，驾驶着他，仿佛大路

通天，一切都豁然开朗。

全新美国原装进口大切

诺、牧马人、指南者基完美兼

备优异公路驾驶和极限越野

的全路况能力、全新精致内

饰，开启Jeep新时代。

幸福南路8号克莱斯勒

富嘉专营店恭迎您到店品
鉴。车展优惠，提前享受，火

爆预定中。

(通讯员 董兆光)

烟台骏泰：雷诺A级4S店

世界十大汽车品牌之

一、法国第二大汽车品

牌——— 雷诺汽车现已亮相
烟台，登陆烟台骏泰，雷诺

烟台骏泰专营店是烟威地

区第一家经厂家正规授权

的4S店，占地面积超过4000

平米。骏泰专营店完全按照
雷诺A级——— 最高级别的

标准来建造，以期为港城雷

诺车主以及钟情于雷诺的

消费者提供最完备的“4S”

服务。

科雷傲：纵情山水，自

在人生
作为雷诺——— 日产联

盟打造的第一款全新轻型
多用途SUV，科雷傲于2008

年秋季在欧洲上市，当年荣

膺“2008欧洲年度四驱车大

奖”。2009年4月16日，科雷

傲登陆中国，不负众望，在

上市后的短短7个月内，订

单销量即达到7000余台，成

为中国进口SUV市场的一

匹黑马。得益于出色的产品

竞争力和优异的市场表现，

科雷傲斩获多项大奖，其中

最令人骄傲的是被《汽车杂

志》与《腾讯汽车频道》授予
“年度进口SUV”大奖。

“诺相随”：解除用车后

顾之忧 享受最高端服务
雷诺将道路救援服务

作为除保修期外车型的常

态零售项目，是国内首家免

费提供此类服务的汽车品

牌，继而推出了“诺相随”服

务：3年或10万公里的免费

质保，3年或6万公里的免费

保养；免费的道路救援服

务，无论何时何地，您的爱

车在三年新车保养期间偶

遇故障，您只需拨打道路救

援服务热线，会在最短的时
间雷诺将免费安排拖车至

经销商以至后续的行程服

务；在新车保修期间，如果

您的车辆在当天无法完成

维修的，雷诺将会提供代步
车服务或50元/天的交通定

额补贴；提新车客户，还可

以享受免费加满一箱油的

服务。

转眼间，大众进口汽车

烟台德辉已经与港城人民

度过了三个春秋。三年来，

烟台德辉一直秉承精诚服

务、尽善尽美的服务理念，

以奋力拼搏、追求卓越的精

神不断进取，一路风雨中的

成长，离不开新老车主及广

大客户长期的支持。在成立
三周年之际，烟台德辉将推

出“三周年百万回馈港城”

优惠活动，回馈新老客户的

大力支持。

店庆期间进店购车：

1 .靓丽由我——— 新甲壳虫

敞篷购车即送全额购置

税;2 .时尚炫酷—尚酷购车

即送时尚 i phone4 ; 3 .硬底

敞篷轿跑——— EOS购车即
送海南三亚豪华5日双人

双飞游;4 .知者自智—新辉

腾店庆最高钜惠3 . 8万。凡

店庆期间进店购车客户均

有机会赢取时尚 ipad平板

电脑一部。

店庆期间进站维修：

1 .进站保养车辆，赠送进

口大众机油一桶 1L ; 2 .活

动期间进站保养享受全车

免费检查;3 .活动期间客户

预约同时享受工时费8折，

材料费9 . 5折优惠。

烟台德辉

机场路189-2号

(通讯员 马悦嘉)

新 款 欧 宝 安 德 拉

经 过 德 国 设 计 研 发 中

心全新设计调教，搭载

欧 宝 专 利 E C O T E C

2 . 4 L 全 铝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 7 0 马 力 ，最 大

扭矩 2 3 0 N . m ，配备 6 速

手自一体变速箱，百公

里 油 耗 仅 为 9 . 3 L ，新
增了电子驻车、主动式

胎 压 检 测 等 2 1 项 先 进

科技配置，并荣获世界

最高五星安全评级，闪

电蓄势待发，即将荣耀

登陆港城，现已全面接

受预订。

欧宝授权经销商———

烟台嘉行
地址：机场路198号

(通讯员 秦志悦 )

BMW3系家族悦

享日激情试驾

雷诺汽车
登陆烟台骏泰
高性价比
科雷傲等您检阅

LOGO资讯

全新沃尔沃S60上市

极致驾趣28.8万元起

原装
进口———

2011新款欧
宝安德拉

奔驰125周年

多款靓车现身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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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ep70周年——— 不是

所有吉普都叫Je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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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德辉三周年

店庆百万回馈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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