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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车市

您想有一次与小么哥0距离
接触的机会吗?您想获得一份带
有小么哥亲笔签名的礼品吗?您
想购车享受更多优惠吗?“玩真
的百万钜惠——— 东风风神小么哥
专场抢购会”帮您实现梦想。小
么哥携手东风风神钜惠将登陆济
宁天虹东风风神4S店，即日起至
8月25日至东风风神专营店购车

即可参与小么哥专场签售会，享
百万钜惠购车政策，更有机会获
得小么哥派送的10万元钜惠红
包。

活动期间，更可享受“0首
付，三年0利息”或“首付13800
元再送现金13800元”超值金融分
期服务，更有机会获得小么哥为
您推出的钜惠“四重奏”：

1、小么哥特惠大礼包：购
车10万红包大派送 ;2、小么哥
抽奖礼：小么哥针对活动期间订
车客户进行42寸液晶大彩电、电
冰箱、洗衣机、多种购车大奖任
你抽;3、小么哥签售礼：所有活
动期间订车客户均可获得小么哥
签名及合影;4、小么哥专场T恤：
活动期间订车客户均可获得小么

哥专场T恤一件;凡到场参加抢购
会的朋友，更有机会尊享试驾
礼、订车幸运礼、特技训练礼、
置换礼等多重礼遇。

与中高级车主打常规的黑白
银不同，风神S30一次性推出五
种车身颜色，配合俊朗的车身设
计，将时尚特质发挥到极致。难
能可贵的是，风神S30的配色原
则将不同的中国元素融入其中，
为“从容进取，快意人生”的主
张戴上了多彩的光环。(缪大鹏)

小么哥下月来济宁 助阵风神百万钜惠

风行菱智原型车为日本Space
Gear L400，常被称为三菱太空
舱，是畅销世界的主流商务车。
东风风行将其正版车型引入国内
后，启动“ALL-PST商务车制造
技术”平台，不断提升品质，最
终推出了菱智系列。该平台包括
ALL-POWER燃油精控技术、
ALL-SHELL材料供应体系和ALL
-TIME质量控制系统三大技术体
系，通过三大技术的协调运作，

东风风行实现了菱智低油耗、高
耐用性、高可靠性等独特优势。

宽敞舒适的乘坐空间，内部
宽度达1460mm，乘员仓头部空间
提升，上下高度达1240mm，1.8
米身高的人坐在驾驶座，也可享
有充裕的头部空间。

座椅自由组合，灵活方便，
中排独立座椅，轿车式滑轨，可
前后独立移动，移动距离达
280mm后排座椅可侧向吊挂，操

作简单，满足更大的空间需求，
座椅靠背拉杆式调节，轻松便捷
超宽中滑门，宽敞后厢门，中滑
门超宽超高设计，宾客上下车更
方便，装卸货物也更容易。

风行汽车对包括菱智商务车
在内的全系车型实行5年或10万
公里的超长质保，不仅为消费者
解除了保养维护之忧，也开创了
商务车市场为商务车提供如此高
标准质保服务的行业首例。值得

一提的是，针对发动机系统零部
件、重要的电器件、轴承等关键
部件，风行菱智也提供3年或6万
公里的超长质保，甚至电池、轮
胎等易损耗配件也超长质保达1
年或2万公里。风行菱智的超长
质保服务为商务车用户带来了更
多的实惠和关爱，进一步免除了
各级公商务客户的后顾之忧，也
显示了风行汽车对自身产品质量
的充分自信及尊重客户价值的态
度，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肯
定。(马敏)

商务高可靠 风行菱智3系获业界好评

7月13日，朗巍君越全系亮相
济宁朗巍别克展厅，新君越五部
曲之《棋中棋》《Hlello》《读心术》《Mr.
危机》《失眠》首映，现场火爆！

作为改款车型，我们看到了
许多行政级车型中才能见到的高
档配置，相比现款君越，全新君越
车头是变化比较大的地方，面积
更大的直瀑式进气格栅上增加了

弯折的设计，让车头看着更具立
体感。前大灯的造型棱角更加锐
利，加入了展翼式LED 日间行
车灯的设计，和展翼型LED 尾
灯前后呼应，十分协调。前保险杠
下的雾灯和格栅设计成了一体
式，让车头看着更加霸气。车尾新
添一个小尾翼，不但增加了车尾
的立体感，而且从正侧看去，车头

的格栅和车尾的尾翼让两头的线
条更加的直立，显得车身更长更
大气。精致则更多地体现在了车
身众多的镀铬饰条上，尤其是前
下进气格栅和车尾的一体式镀铬
条。车内仍是360度环抱一体式座
舱设计。仪表盘是两边半圆加中
间大屏幕显示的布局，中间大屏
幕有传统机械时速表和内数字信

息显示，采用炫目的蓝色背光，看
着科技感十足。中控台把中间两
个出风口和功能区设计为一体，
呈现出悬浮的玉如意造型，功能
按键大大减少。作为别克高档旗
舰轿车，全新君越以引领潮流的
造型设计、前瞻性主动安全科技、
汇集先进科技的底盘系统与全明
星发动机阵容，以及媲美豪华车
的高档配置，实现自我超越，树立
了中高级车全新标杆。(缪大鹏)

全新君越亮相朗巍别克展厅 火热预定中

2013年7月20日，海马汽车
将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大型直
销会，以前所未有的优惠购车
政策回馈广大新老客户。此次
活动将覆盖华东、华西、华南、
华北、华中五大区域的34个城
市。届时，济宁站将在银座佳
悦酒店4楼会议室开展直销风
暴，新老客户可以一睹海马全
系产品的风采，更可以超低的
价格把爱车开回家。

直销会当天，消费者更可

享受海马汽车全新推出的“320
幸福计划”的金融政策。 320
幸福计划，即订购海马任何车
型均可享受首付3 0 %，贷款2
年，0利息买车。海马汽车全系
车型以最美中级车海马M3、技
术创领诚意制造的SUV车型
海马S7为首，福美来、丘比特、
普力马等车型将悉数亮相直
销会，为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
供更多的购车选择。

除海马M 3 、海马S 7 以

外，海马汽车其它车系也同
样以优惠的政策接受现场订
购 。丘 比特仅需首付车款
1 6 1 7 0 元，福美来首付车款
2 3 0 4 0 元，普力马首付车款
23940元，让你轻松无压力的
拥有属于自己的爱车。

在享受优惠购车的同时，
直销会更设置了丰富的活动
环节。抽奖、互动问答等游戏，
让消费在了解海马汽车产品
和企业文化的同时得到更多

乐趣，更有机会赢取丰厚的大
奖。海马汽车凭借着对消费者
负责的态度，为用户提供了专
业的品质售后服务保障。海马
服务品牌“蓝色扳手”以5年10
万公里的品质承诺与海马汽
车“捍卫汽车价值”?的主张为
车主提供了“保姆式服务”。而
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点，为广大
的海马汽车车主提供了更多
便利。与此同时，海马常年展
开的全国车主服务行活动，更
为海马汽车的车主提供丰富
的服务，让海马车主驾车无后
顾之忧。（孙涛）

海马汽车直销会济宁站7月20日启动在即

7月13日，上海大众朗行新车
上市发布会在济宁交运上海大众
4S店隆重举行。济宁交运上海大众
同时推出系列优惠活动：1、全新朗
逸限量特价车钜惠1.5万元。2、Polo
最低7.1万元起。3、、活动期间新帕
萨特最低15.98万起。4、活动期间途
安最低12.8万元起。5、活动期间全
新桑塔纳最低79800元起。

此次朗行推出了多款车型，
分别搭载1.6L和1.4TSI两款动力系
统，拥有雅致白、自由蓝、惬意
棕等七种颜色。朗行的价格也极
为诱人，售价被定在11 . 59万～
16.39万元之间。从外观来看，朗
行新颖的车身造型极具看点，它
拥有比传统两厢车更长的车身、
比休闲旅行车更优雅别致的设
计。朗行采用了EA211全铝环保
1 . 6L/1 . 4TSI发动机，以轻量化、

低油耗低欧诺奶匦缘拊炻梁辖鸱
⒍幕贝曜肌H律DSG七挡双离合
器变速箱，更为强劲可靠，在尽
享澎湃动力的同时，亦有出色的
油耗表现。越级配备的EPS电子
助力转向系统，让路感更清晰、
车辆行驶更稳定；独特的HHC坡
道起步辅助系统，防止溜坡。

与其他大部分同级别两
厢车型比较，朗行配备了全新
E S P车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
R K A智能胎压检测系统等同
级别两厢车型中少见的主动
安全配置，与五星级激光焊接
高安全车身、全方位6 安全气
囊等周全的安全配置，为人们
安全驾驭爱车提供有力保障，
确保在体验极致驾驭的同时
能够有周到细致的全方位安
全防护。(缪大鹏)

乐享生活 济宁交运朗行上市圆满成功

青春是用来怀念的，?80后青
春梦的代言人科鲁兹用四年的时
间，验证了它“为青春代言”的
勇气。一辆谱写年轻乐谱的车
型，科鲁兹与80后高度的情感共
振，使其创造了4年80万车主的销
量奇迹，并始终稳居中级车“销
量王者”地位。

敢爱敢恨是属于80后年轻
人的“血性”。而科鲁兹在外
观方面时尚且硬朗，摒弃了过
于“圆润”的中庸外形，充满
动感运动风格。科鲁兹前脸家
族设计的盾型进气格栅与金领
结车标融为一体，抢眼而充满活
力；犀利而充满攻击性的车灯采
用了不规则造型，使整体外观更
具跳跃性；流线型的车顶曲线一
直延伸到尾部，硬朗的线条绘
出全身的肌肉力量。内饰上，
科鲁兹应用了克尔维特跑车的

“双座驾驶舱”搭配双色配
色，仿似80后的爱恨分明。

雪佛兰科鲁兹在动力方面和
操控性上均表现不俗。科鲁兹搭
载了Ecotec?DVVT发动机和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而1.6T缸内直喷涡轮
增压发动机的引入更极大满足了
消费者在极限状态下对速度的需
求。1.6T车型拥135Kw/5800rpm的
最大功率，最大扭矩达到了235N?
m/2200-5600rpm，具备superboost超
增压功能，动力表现极为出色。
同时，科鲁兹的悬挂设计和底盘
调教由通用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主
导，加入EPS电动随速助力转向
系统和ESC电子稳定系统，兼顾
了操控性和舒适性的双重需要。
将运动性能与操控性能完美结
合，科鲁兹完全能满足年轻族群
邀三五好友外出游玩激情驾驭的
乐趣。(缪大鹏)

金领雪佛兰愿做付二代 科鲁兹青春购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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