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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完美收官

新一代轩逸笑傲中级车市江湖
随着2012年的落幕，车市

各大奖项也尘埃落定。在各
媒体的年度总评榜中，东风
日产新一代轩逸展现王者实
力，豪揽中国主流媒体汽车
联盟“年度风云汽车”、“南都
奥斯卡年度中级车”、“西部
媒体联盟2012年风云车型”等
十余个重量级奖项，成为2012

年中级车市最耀眼的明星。

屡获殊荣

首发之年完美收官

2012年是东风日产厚积
薄发的一年，东风日产在提
升品牌形象、强化品牌力的同
时，倾力打造新一代轩逸车型，
获得了巨大成功。上市首月，新
轩逸就以突破2 . 3万台的销售

佳绩强势跻身中级车市前
列，深得市场和消费者认可。

在年底各媒体的总评榜
中，新一代轩逸更是成为榜
上的“红人”，频频获奖。近
日，新一代轩逸荣获由中国
主流媒体汽车联盟主办的

“驱动2013——— 2012中国车市
总评榜”、“年度风云汽车”大
奖，该奖项号称“车坛第一大
奖”，新一代轩逸无疑成为本
年度最闪耀的明星。

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
副总部长杨嵩指出：“与同级
别车型相比，新一代轩逸不
论是动力、操控还是空间、配
置，均处于行业领先水平。从
产品力的角度来看，新一代
轩 逸 堪 称‘史上 最 强 中 级

车’，它为中级车在产品设计
和技术应用等方面树立了新
的标杆，引领了中级车市场
新的风潮。”

史上最强

屹立中级车市之巅

为了满足精英中产阶层
的全方位用车需求，日产汽
车投入大量天籁级别的研发
资源和产品技术，以十大产
品亮点打造出具有“高、富、
帅”越级产品力的“史上最强
中级车”。

它拥有远超同级的四大
领先优势——— 6 . 2L/百公里
超低油耗、680mm行政级后
排超宽膝部空间、980Mpa核
潜艇级超强钢和豪华晶钻

LED灯，引领车市“升级”热
潮，定义了中级家轿市场的
全新价值标准。

同时，新一代轩逸的诚意
定价还为消费者带来巨大惊
喜。它的起售价格为11 . 9万元，
超出了很多消费者的预期，相
比竞品有几千元甚至过万的价
差，直逼紧凑型车的定价，堪称
中级车的价格“杀手”。

在产品力全面跃升、价
格带来惊喜的同时，新一代
轩逸还为消费者全力构建情
感沟通渠道，在上市之初便启
动了大型主题活动———“爱家
轩言 心动逸刻”爱家梦想感
言征集活动，并在七夕当晚开
展全国16城市的户外大屏微博
互动，让消费者在参与活动的

过程中，对“爱”和“家”的认知
更为深刻，增进与家人的情感
沟通，成为2012中国车市创新
营销的经典案例。

业内人士称，在“中级车
元年”，东风日产新一代轩逸
无疑奏响了该细分市场的最
强音，并承载着诸多荣誉完

美收官，成为今年对中级车
市影响最大的“风云”车型。
2013年将是新一代轩逸乘势
猛攻的一年，它将以卓越的
产品实力、越级款待的情感
价值再次发力，表现十分值
得期待。

(麒辰)

MG车主到店可享价值
4000元“十重豪礼”！

1月19日(本周六)，MG

车主俱乐部济南分站将在山
东鸿发东威 4 S展厅盛大启
幕！如果您是，或准备成为
鸿发东威MG车主，请速致
电鸿发东威，加入鸿发MG

车队，参加“MG车队泉城
巡游领油卡”活动，更有价
值4000元的十重特惠豪礼等
你来拿！

新春佳节将至，山东鸿
发 东 威 特 推 出M G 新 禧 特
惠：

购MG3、MG6即享6000

元现金优惠！
购MG5最高可享13000元

现金优惠！
这是一个拥有90年辉煌

历史的汽车品牌，承载着全
球几代MG拥趸追寻英伦生
活风尚的梦想，以其坚持不
懈的创新精神打造了无数款
能买得起的经典跑车，使世
人享有了自由体验速度与激
情的权利，成为英伦汽车文
化的标志与骄傲。

这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
一汽车品牌俱乐部，创立于
1930年的MG CAR CLUB，
收藏有大量MG汽车相关的文
字资料、照片、奖杯、相关
纪念品和衍生品，它的总部
所在地Abingdon(MG汽车公司
原址)更是全球MG车迷心中的

圣地。由于MG CAR CLUB

在全球范围内其拥有近300个
分支和近十万会员，这些会
员都对MG品牌怀有深厚的感
情并且都以“驾驶的愉悦”
作为自己汽车生活的目标，
所以MG CAR CLUB每年都
会为广大MG车迷精心准备
一道狂欢盛宴，这就是从
1950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
MG CLUB年度盛会。

在中国，目前的MG可
能是小众的汽车品牌，但这
个品牌在国内拥有全面而完
善 的 产 品 布 局 ， M G 3 、
MG5、MG6、MG7等在市场
中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跻
身国内汽车市场销量前列，

并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
赞誉，发展势头迅猛。

同时，中国的MG车主
和车迷怀着一股子热情和自
由的向往，这点与全世界的
MG车迷是一样。似乎MG品
牌看到了车迷的那些热情，
于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
“MG 世博英国馆‘创造
粒’设计大赛”开启之际，
MG Car China CLUB(MG
CCC)正式成立。

而今天，济南地区的
MG车主也即将拥有属于自
己的MG俱乐部。山东鸿发
东威将以精彩绝伦的歌曲、
令人捧腹的相声、趣味横生
的游戏，为您奉上一场视听

盛宴！山东鸿发东
威全体员工诚邀您
的光临！
山东鸿发罗孚店
济南市英雄山路南
外环南3000米路西
0531-82791111

山东鸿发东威店
济 南 市 经 十 东 路
3123号
0531-820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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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的脚步正在悄悄
地到来，春节长假您是打
算回老家、自驾游，还是
走亲访友呢？作为大中型
SUV的领军车型，汉兰达
在满足节假日多元化用途
方面，得到了众多车主的
普遍认可。

举家聚餐

舒适大空间温馨无限

汉兰达室内空间长达
3205mm，第二列座椅可以前
后滑动120mm，同时也确保
了第3排座椅拥有足够的空
间。除了“坐得宽敞”，汉兰
达还能让每一位家人都能

“坐得舒服”。前排座椅拥有
多项调节功能，包括驾驶席
8向和副驾驶席4向调节，同
时前排座椅还具备加热装
置，在寒冷的冬季仍可拥
有温馨、舒适的感觉。

同闺蜜shopping

实用行李厢很能装

汉兰达在强悍大气的

基础上更显精致细腻，宽大
的前格栅、锐利的前大灯、
大范围的镀铬装饰，尊贵时
尚感呼之欲出。对于“战利
颇丰”的女性，汉兰达也毫
不吝啬地展示出它的“大肚
量”。放倒第三排座椅，二三
十袋物品轻松入库。

自驾出游

G-book带你漫游山水

全新搭载手机G-book

智能副驾系统的汉兰达让
您的自驾行程更加轻松惬
意。利用手机信号将车与G-
book呼叫中心连接，能提供
道路检索、新闻资讯、天气
信息、话务员服务等多项人
工智能服务功能。就算自驾
路线较为偏远，也能轻松找
到附近的加油站和商店。

汉兰达3 . 5L车型配备
2GR-FE V6发动机和五速
手自一体变速器，最大功
率为201kW，还拥有全时四
驱系统，而且最小离地距
离为203mm，具有较强的

动力性能和道路通过性。
在优异性能之下，标配的
GOA车身、 7个SR S空气
囊，HAC、DAC、先进的
主被动安全装备给您全方
位的保障。

为了让广大准车主在
新年前更为无忧地购车用
车，大友丰田特推出汉兰
达金融专案，在车款万元钜
惠的基础上尽享高达万元
的贴息政策，以灵活首付、
灵活月付、灵活还款的“全
程灵活”方式，让您享受到
自由定制、更低月供、超长
还款期限等专属服务。
广汽丰田济南大友经十西
路店
销售热线：0531-87516666

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368

号(京福高速入口向西300米
路南)

广汽丰田济南大友章丘店
销售热线：0531-83385588

地址：章丘大友汽车城杨
胡村尾东邻(义乌小商品城
南600米路西)

辞旧迎新，SUV市场呈
现 繁 荣 景 象 ！不 断 升 温 的
SUV车市中，斯巴鲁森林人
以超高性价比成为开年车市
的奇葩。作为重量级实力派进
口SUV领军者，特推出经典
款现金直降 3 . 5万元，再送
8000元礼包的超值钜惠，强力
登陆“贺岁档”。异军突起！黑
马当先！超低钜惠，仅此一次！

王者气度 实力非凡

超值“新春盛宴”提前开席

经典款斯巴鲁森林人传
承斯巴鲁品牌独有的贵族血
统，采用顶尖技术搭载斯巴鲁
第三代水平对置发动机和四
轮驱动相结合，还原驾驶者
真正的驾驶乐趣。作为城市
越野之王的他，凭借大气而

时尚动感的外观、宽敞的驾
乘空间以及澎湃动力和低油
耗的兼顾，成为市场上公认
的“SUV全能王”。经典款
斯巴鲁森林人此次大手笔给
出的超值“新春盛宴”包您有

“滋”又有“味”！

新春巨献 给力钜惠

犒劳自己的最佳“年终奖”

最大“年终奖”，送给辛
苦一年的自己！“省”字当
头的经典款斯巴鲁森林人，
使用93号汽油，在加速响应
和环保性能之间取得很好平
衡，大幅降低车辆使用成
本，是目前市场热销车款。
新春大促，现金优惠还送8000

元新春大礼，“省”到就是“赚”
到！20万区间买进口SUV，开

“理想之车”回家过年！

<山东世通斯巴鲁·超值优惠>

斯巴鲁车主在济南泉城
路、省体育中心SUBARU·名
典咖啡门口、火车西站等指定
位置免费停车；在省体首家汽
车主题西餐厅SUBARU·名
典咖啡免费喝！尊贵身份特权
斯巴鲁车主独享！
爱车、玩车、懂车就选斯巴鲁！
山东世通斯巴鲁
新浪微博(号)：537167876

黄台4S店：
68854885 68855885

经十西路4S店：
87292266 87292255

体育中心店：
82056486 85791486

此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我司所有

经典版斯巴鲁森林人钜惠贺岁
现金直降3 . 5万 再送8000元礼包

大友丰田喜迎新年

汉兰达万元钜惠+万元贴息

MG车主俱乐部济南分站即将盛大启幕
鸿发东威发布MGCC特别招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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