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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婆带着宝宝去参
加“宝贝涂鸦”活动，路上，交
通虽然拥挤，但我们一家三口
快乐的心情一直不减。自从有
了孩子后更觉得身上的责任
重了很多，给老婆和孩子一份
安全的保障已是我最大的梦
想。作为经济型的家庭来说，
一部汽车的安全必须放在首
位。荣威350就满足了我的需
求，它不仅扮演了代步工具的
角色，更是承担着保护老婆和
孩子的重要任务。

荣威350为我和家人的出
行安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C
-NCAP五星车型绝非浪得虚
名。先进的USD高刚性车身，

四门防撞梁与前后舱梁架加
设的风箱结构，结合高强度制
造材料，能使车辆在高速碰撞
时也可充分地缓冲吸能量，从
而令老婆和宝宝得到最贴心
的安全保护。

在主动安全方面，荣威
350融合了ABS制动防抱死
系统、CBC转向制动控制系
统、BA刹车辅助系统、EBD电
子制动力分配系统等多重主
动安全保障配置于一体；PMS

智算式胎压防护系统，将轮胎
滚动半径变化所导致的险情
程度，第一时间提示驾驶者，
先知先觉，确保行车安全放
心；配合前排双安全气囊、胸

腹臂一体式侧面气囊、前后排
侧帘式安全气囊六安全气囊，
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荣威350的安全品质当初
很吸引我，符合欧洲五星碰撞
标准的成绩让我和家人没有
后顾之忧。我还特别看重它的
儿童安全保护措施，荣威350

的前、后排安装了同级车中鲜
见的3处三点式ISOFIX儿童
安全座椅标准锚固装置，为刚
刚当爸爸的我消除了烦恼。

双侧后门处还设置有儿
童安全锁，在行车途中也不
用担心宝宝因为好动、好奇
的天性拉动车门而带来的危
险后果。另外，荣威350还为

儿童而特别设置了锁闭安全
气囊设计。现在多数车辆的安
全气囊都是依据成年人的身
体结构和承受能力来设定的，
但瞬间弹出的压力之大可能
会对儿童造成不小的伤害，而
有荣威350的我却不必烦恼，
只需使用点火钥匙锁闭位于
杂物箱内的安全气囊，即可阻
止侧安全气囊的激活，不必担
心安全气囊会对孩子造成潜
在的威胁，可防范意外发生。
这样的关怀让我们这样的三
口之家很是中意！

拥有荣威350，美满生活
即日起程！
山东鸿发东威店

济南市经十东路3123号
0531-82061111

山东鸿发罗孚店
济南市英雄山路南外环南
3000米路西
0531-82791111

山东鸿发省体店
济南市经十路124号省体育
中心
0531-82030707

山东鸿发章丘店
章丘市明埠路鸿发汽车城
0531-81295555

山东鸿发商河店
商河县许商办事处钱铺街钱
隆汽贸
0531-84802999

选车如选妻，好车就像好
老婆——— 出得厅堂、温柔体
贴、聪明贤惠、持家有道，让人
开心又省心。找辆好车过日
子，就老老实实挑个贤内助
吧，因为“入得厨房，出得厅
堂”是她们永恒的关键词，而
帝豪EC7就是最佳候选之一。

外表时尚，出得厅堂

帝豪EC7犀利的前大灯
霸气十足，正中间犹如银光
闪闪铠甲的格栅，彰显着自
信不凡。侧面时尚的Sword-

fish剑鱼腰线，使整部车看起
来力量充沛，刚柔并济，勾勒
出富有活力时尚的动感车
身。独特镀铬饰条门把手的
光芒与车身腰线贯穿一体，
华贵非凡，而极具人性化的

握启式设计，令手感更舒适，
开启方便，得心应手。

包容一切，落落大方

帝豪EC7拥有堪比B级车
的舒展大气车身比例———
4635mm的超长车身，2650mm
的轴距，宽大的车身保证了舒
适的乘坐空间，无论任何位
置，都有可任人自由伸展的空
间，即使身高1.75米以上的乘
客宽松落座后，腿部距离前座
还有2拳以上距离。再看车的
后备箱，容积高达680L，出游
旅行可携带更多行李。此外，
后座的椅背还可4/6分离放
倒，增强了后备箱的实用性。

体贴到家，细致入微

在安全配置方面，帝豪
严格按照C-NCAP五星、E-

NCAP四星安全标准设计，配
备4个安全气囊和两个安全侧
气帘、博世8 .1版本ABS+EBD

的系统，提供了环绕式的全面
防护，反应速度更快更灵敏；
更有YH蜂巢式的高强吸能车
身。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
C-NCA的碰撞测试中，帝豪
EC7高分获得五星安全认证。

勤俭节约，持家有道

帝豪EC7发动机采用
CVVT智能技术可根据车的
负载和速度来调节气门，根据
车速调节燃油，让进气效率更
高，燃油更加合理更经济。除此

以外，采用全铝发动机的帝豪
EC7，因为质量较铸铁发动机
轻30%，大大降低了行车油耗。

纵观市场各候选，帝豪
EC7必定是最佳候选之一，它
就像会做家务、出得厅堂的老
婆一样，既有大气的外观，又
有懂得包容的内在。我现在能
想到最幸福的事，就是把帝豪
EC7“娶”回家。
7月特惠风暴：
●帝豪EC7-RV惠民车型

69800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购帝豪EC7导航影院版、

精英导航版，送6000元大礼包！
●持银行信用卡购帝豪

车即享0利息，0手续费的“双
免”优惠！

●老客户二手车置换成
功即享千元大礼包！

帝豪EC8 3重礼奏尊享体验

1重礼：到店有礼——— 到
店参加试驾的客户赠送帝豪
精美礼品

2重礼：试驾有礼——— 驾
后详细填完反馈表的用户赠
送千元油卡

3重礼：订车有礼——— 试
驾后当场订车的用户可抽奖
山东帝豪汽车有限公司
销售专线：88986666
无息贷款：88980666
二手车置换服务：15820000168
公司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
32号(高新会展东2公里)

三个人的荣威350—
全面呵护，安全备至

选车如选妻 选妻就选EC7
——— 7月特惠EC7-RV69800起

比亚迪S6是比亚迪倾力
打造的首款SUV车型，自今
年4月亮相以来受到了极大
关注。都市成功男人热爱生
活，迷恋城市的繁华和热闹，
同时又向往回归自由和自然
环境，渴望展现自己的力量与
豪迈，比亚迪S6正散发出专属
于成功男人的“潮范儿”。

潇洒豪放，

成功男人的“潮范儿“

比亚迪S6外观动感时
尚，潇洒豪放，硬派粗犷，气
质与RX350十分贴近，处处
展现出成功男人的“潮范
儿”。S6拥有48 1 0/1 85 5/

1680mm的车身尺寸，轴距达
到了2720mm，与目前国内热

销的SUV车型相较，S6可谓
是十足的大块头，霸气尽显。
前脸设计更显出硬汉气质，
外扩式轮眉轩昂粗犷，引擎
盖肌力线硬朗厚实。车身饱
满，线条流畅，尾部圆润，动
感尾翼美观大气，整体设计
风格尽显全尺寸城市型SUV

的时尚大气。

科技豪华，

成功男人的“身份证”

在车辆的配置上，S6也颇
具科技感和豪华感。比亚迪S6

装载了keyless无钥匙系统和移
动数字电视。Keyless无钥匙
系统可以轻松实现无钥匙进
入和启动，既方便快捷而且
安全性也极大提高。S6的移

动数字电视采用七英寸数字
屏，画面更加清晰，可以实时
观看赛事直播，尽享数字生
活。据悉，S6月底即将到店，届
时对其“心动”的消费者不妨
到店一试，感受比亚迪S6带来
的卓越驾乘体验，尽享成功男
人驭悦都市的潇洒豪迈。
山东蓝天比亚迪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五星级专卖
4S总店
地址：济南市西外环路匡山
汽车大世界东区1号
(2,、45、83、120路到匡山小区
下车倒临时区间车至南沙小
区下车)

销售热线：0531-55553333
分期付款、旧车置换：0531-
82340086、82340087
山东蓝天比亚迪汽车“东部
旗舰店”
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104号
(长途汽车东站东200米)

销售热线：83171999
售后维修：83171299
山东蓝天长清直营店
销售热线：0531-87205123
山东蓝天济阳直营店
销售热线：0531-83141117
山东蓝天商河直营店
销售热线：0531-84803798
山东蓝天章丘直营店
销售热线：0531-83708888
山东蓝天大桥直营店
销售热线：13805406753

比亚迪S6———
专属于成功男人的“潮范儿”

车型 厂商指导价 4S店售价 价格浮动 备注

比亚迪F3 5 .28-6 .68万元 4 .78万元起
另享受国家3000元惠民补贴

另赠装具礼包
五色可选现车充足

比亚迪F6 8 . 98-10 . 98万元 8 . 78万元
最高优惠达5000元

另赠装具礼包
现车充足

比亚迪S6 8 . 98-12 . 98万元 原价 三套精品套餐特供 订单供应

F3白金11版、F6黄金版，薄利多销，全面让利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