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小记者拍客团21日出发

走走进进龙龙湖湖呈呈现现JJeeeepp完完美美瞬瞬间间
专刊记者 张辉

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主
办，烟台富嘉经贸有限公司冠
名的“Jeep印象”小记者摄影大
赛，7月21日(本周日)将在龙湖
葡醍海湾盛情开启，届时将有
30个齐鲁晚报小记者家庭出席
本次“Jeep印象”小记者摄影大
赛，活动一经发起就受到烟台
市民及车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
注。活动当天，齐鲁晚报·今日
烟台的小记者们将走进龙湖葡
醍海湾，拿起手中的相机，捕捉
靓车与美景相伴的每一个精彩
的瞬间，记录下心目中最美好
的靓车美景。活动当天，由烟台
富嘉Jeep4S店提供的牧马人、
全新大切诺基、指南者、酷威等
J e e p车系豪华阵容将闪亮登

场，与龙湖葡醍海湾的优美景
观遥相呼应，为本报小记者们
呈现最佳的汽车专业摄影题
材，也为烟台市民提供一场靓
车美景的视觉盛宴。活动现场，
烟台富嘉Jeep的工作人员还将
为小记者们讲解Jeep汽车的发
展史和汽车摄影专业知识，让
小记者们从多个角度了解汽车
文化，了解摄影知识，与Jeep亲
密接触。

7月28日摄影大赛作品评
比和颁奖仪式现场将在位于烟
台市芝罘区幸福南路8号烟台
富嘉Jeep4S店展厅内举行。大
赛组委会将邀请业内人士及主
办方领导对摄影作品进行评奖
并颁奖，比赛将评出最佳摄影
奖一名、最佳视觉效果奖两名、
最佳主题奖10名，以及优秀作

品奖若干。本次活动获奖及优
秀 摄 影 作 品 除 在 烟 台 富 嘉
Jeep4S店展厅展出外，还会在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刊登。除此

之外获奖选手还可获得由烟台
富嘉 J e e p 4S店提供的精美奖
品，以及由齐鲁晚报·今日烟台
颁发的获奖证书。

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而
捷豹要告诉世界，何为万有吸
引力！万有吸引力是十七次抛
光后的纯粹美感，是媲美手工
定制的稀缺数量，是剑桥专属
铭徽章的菁英身份。用少数人
的品味，改变多数人的价值
观，以少数人的眼光，重塑汽
车美学典范。御卓识，驭风范，7

月21日捷豹XJ/XF剑桥限量版
睿智登场。诚邀品鉴，活动当
天订车即有超值优惠。
剑桥版限量发售启动

2013款捷豹XF剑桥限量
版基于风华版，升级为 1 8寸
Lyra铝合金轮毂，前部停车辅
助及倒车后视摄像头让倒车
变得更轻松，金属踏板增添跑
车气质，电动折叠外后视镜自
动防眩目并可加热增加了行
车安全，特别定制的“CAM-
BRIDGE”限量版标识凸显尊
贵。2013款捷豹XF剑桥限量版

基于风华版，售价57万，全球限
量发售仅400辆。

XJ剑桥限量版升级为19寸
Toba铝合金轮毂，同样增加了
金属踏板、前部停车辅助、倒
车后视摄像头和电动折叠、自
动防眩目可加热外后视镜，并
为乘客贴心准备了烟灰缸。独
有的镀铬光亮后视镜罩倍显
高级，内嵌的限量版“CAM-
BRIDGE”标识，臻藏印鉴，尽
享限量奢华。2013款捷豹XJ剑
桥限量版基于典雅商务版，售
价108万，全球限量发售600辆。

捷豹一直坚信手工艺的
无限价值，剑桥限量版精选名
贵的黑檀木作为内饰原材，需
经过十七道加工工序，反反复
复打磨抛光而成。此外，捷豹
以极端严苛的标准对待每个
细节，杜绝一切可能出现误差
的机会。为确保每一块皮材的
纹路色泽一致，每张座椅使用

的牛皮来自同一头牛，专供牛
皮的牧场，必须位于蚊子无法
生存的高海拔纬度，只为避免
微小伤痕。剑桥限量版顶篷均
采用高级绒面皮革，触感细
腻，用传统英式西服定制理念
的双针线缝皮革，恰到好处地
彰显捷豹的尊贵与典雅。

2013款捷豹XJ/XF剑桥限
量版，坚持纯手工打制的非凡
造诣，执着于每一个细节的精
雕细琢，每一份选材的严苛和
每一次灵感碰撞的实现，让你
从置身其间的一刻起，便融入
捷豹与生俱来的优雅尊贵，与
极富共鸣的生命激情。此番纯
粹的奢华，成就了剑桥限量版
拥有者从成功到卓越的不同
凡响。
机会全球限量 动力驾驭无限

试驾永远是最值得期待
的环节。2013款全新捷豹XF、
XJ采用了全新2 . 0和3 . 0升汽油

发动机，同时升级到8速自动变
速器，精心调校的变速器，完
美匹配发动机。

每次启动捷豹XF，是一种
视觉的享受与满足。搭载2 . 0

升 I 4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的
XF，凭借多项创新技术，它的
功率在5500rpm转速时可达240

马力，2000-4000rpm转速时扭
矩达到340N·m，每次油门的深
入都能获得豹子迅速有力的
回应。

捷豹XJ搭载的3 . 0升V6

机械增压汽油发动机则可以
推动XF在 5 . 9秒由静止加速
到百公里。平稳的机械增压能
让人始终感觉舒适自然，340

马力的狂放输出配合8速自动
变速箱，匹配换挡间隔0 . 2秒，
以近乎本能的直觉响应，实现
凌厉流畅的启动加速和精准
平顺的转向操控。捷豹XJ更
采用了顶级的动态技术，时时
监测车身稳定，改进的悬挂将
XJ的弹簧和减震重新调校，
有效过滤颠簸，提升乘坐舒适
性。

值得一提的是，捷豹的
“智能启动/停止系统”会在每
次等红灯时介入，0 . 3秒内自动
关闭发动机，之后平稳重启车
辆。这项功能也将燃油经济性
提高5%。

御卓识，驭风范，捷豹剑
桥限量版XJ/XF期待与新锐领
袖的你，开启卓越人生。

通讯员 唐娟娟

在整个自驾游过程中，爱车是最
“辛苦”的。所以，在出行之前一定要
对爱车进行全面检查。如果自驾游的
行程比较长，建议在出行之前到4S店
对车辆进行专业、全面的检查和保
养，这样才能够保证爱车以“饱满的
工作热情”投入到旅行中。下面介绍
下自驾出行的小常识：

1、日常修车工具不可少
在自驾游的途中，车辆难免会发

生一些小故障。为了应对突发事件，除
备胎、备用灯泡、车载灭火器外，日常
的一些维修工具必不可少，以便车辆
发生故障时利用这些工具进行紧急自
救。气泵、千斤顶、扳手、钳子、多功能
螺丝刀、牵引绳等都是必备工具。

2、控制车速
自驾游途中要尽量选择在高速

公路上行驶，减少车辆穿行村镇的机
会。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要控制车
速，切忌超速，保持安全车距，以保证
自驾游的行车安全。

3、及时加油
在旅途中，遇到加油站要及时加

油，不要等到油表指针到底再加。因
为这样不但对油泵不好，而且由于出
门在外，车主可能很难掌握下一个加
油站的位置。在出行前，车主可以购
买几瓶汽油添加剂备用，在不得不加
低标号汽油、或者认为油质难以保证
时，可以在加油前先加入添加剂，尽
量减轻可能造成的损害。

4、停车要注意安全
旅途中停车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中途用餐时尽量把车停到停车场，不
要在路边随意停放。到达旅游景区
后，也要将车停到指定地点，熄火后
拉紧手刹。

5、必备药品保证旅途健康
夏季是肠道疾病的高发季节，同

时，由于气温比较高，中暑、热伤风等
症状也比较容易发生。选择夏季自驾
游，在出行前一定要准备一些应对季
节性疾病的药品。别让身体的不适影
响整个自驾游计划。

开心自驾游

安全不能忘

御卓识 驭风范

22001133款款捷捷豹豹XXJJ//XXFF剑剑桥桥限限量量版版 睿睿智智登登场场 新车除味
三大误区

新车刚买来时，车内味道很重，
尤其现在正值盛夏，很多新买车的车
主都在自己进行新车除味，但是首次
购车的车主缺乏新车除味经验，不少
车主纷纷来信咨询新车除味的注意
事项，在此总结了新车除味的三大误
区，提醒车友注意。

误区一：香水可除味
不少朋友喜欢在车内放置一些

味道较浓的香水或喷洒空气清新剂
来去除新车内的异味，其实这个方法
并不可取。香水只是用气味遮盖住了
车内的味道，对于味道的消除并没有
任何效果。

误区二：避免阳光
不少人建议新车不能停放在

阳光下，要尽量停放在阴凉处，这
样车内气味散发较少。其实我们不
用刻意躲避阳光，阳光下车内甲醛
等有害气体会更加活跃地散发出
来，这样更有利于使用一些方法降
低甲醛含量，但是强光下的暴晒也
是要避免的，以免产生其他的一些
不安全因素。

误区三：植物除味法
夏季若将车辆停放在烈日下，

车内温度可高达六七十摄氏度，而
冬天则只有几度甚至零下，并不适
合植物的生长。倘若将小型盆栽放
在前风挡处，一旦车辆发生紧急制
动或碰撞，这些植物将对驾驶员及
乘客造成严重的伤害。在车内养植
物虽不可行，但短时间的放置是可
以的，若要放置植物务必注意固定
牢固。

标标致致万万人人团团购购会会 厂厂家家疯疯狂狂让让利利 不不能能错错过过
7月20日，东风标致百城千

店万人团购会第二季即将扬
帆起航。同样的车型，不一样
的价格优惠；同样的价格，不
一样的赠送标准。如果你还为
没有赶上初春三月的团购会
第一季而发愁，那就一定不要
错过此番团购会第二季所带
来的夏日冰爽！

自3月份东风标致团购会
活动在山东省一个周末时间
就收割2000余个订单以来，东
风标致今年的销售一直水涨
船高，一路突飞猛进。

十年发展，东风标致不
断专注于建立完善的服务体
系 和 打 造 高 质 量 的 服 务 标
准，从“蓝色承诺”到“蓝色关
爱”系列服务活动，始终从最
贴近用户的业务出发，为广
大用户提供“规范、透明、可
靠、贴心、高质量”五位一体

的服务。这也保证了东风标
致连续 3年时间销量遥遥领
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年 后 的 今 天 ，“ 小狮
子”已然在用户中竖立了“金
字招牌”，获得了百万中国用
户的信赖与支持。感怀十年，
升温的不仅是天气，更是对
客户的关怀和十足诚意。炎
夏时分，东风标致更为各地
车迷送去此许清爽。

据悉，此次活动是东风
标致十周年团购活动的再次
延续，东风标致厂家领导将
亲临现场，全系车型低于成
本价销售，疯狂让利，让您用
前所未有的价格买到您中意
的车型。

优惠不仅如此，这仅仅
是给予此次报名团购会客户
的基本优惠，真正的钜惠在
活动中会更加丰富多彩。具

体可以优惠多少钱，无法想
象，但规模之大，足以值得让
我们翘首期待！

更多让利信息止让您最
满意而且会让您更满意！！东
风标致年度钜惠，最具规模的
团购盛宴，您准备好了吗？

烟台庞大陆通已开通官
方微博及微信，扫一扫，即可
获得更多优惠信息，关注到店
送好礼。
陆通汽车幸福店销售电话：

6523111服务电话：6526333

地址：幸福车管所南800米处
烟台陆通机场路店销售电话：
6015111服务电话：6015333

地址：机场路30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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