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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车界

泰泰山山之之巅巅 王王者者归归来来
2013 款紫金版汉兰达闪耀山东

宽大的车身、宽敞的内部空间，
豪华舒适的内饰，汉兰达，以其多功
能性和驾驶舒适性堪称 SUV 的王
者。如今，大气的王者紫金版汉兰达
全新归来，闪耀山东！

新汉兰达共推出 2 . 7L 五座低配
紫金版、2 . 7L 七座高配紫金版两款车
型，零售价分别为 26 . 88 万元和 32 . 88

万元。并采用 70 天限时抢购的方式，
尽展紫金版汉兰达的独具典藏魅力。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越来越多
的人会精心选择一辆属于自己的汽
车作为工作与生活的伙伴。对于车的
要求，人们已经不会单单只看其外型
或者性能，而是更加希望其宜商宜
家，满足工作与生活的诸多需求。在
这一点上，紫金版汉兰达会让许多人
称赞。

2013 款汉兰达紫金版有低配和
高配两款车型。其中，低配紫金版比
原来 2 . 7L 五座精英版增加了高强度
前后保险杠、高强度踏板，以及 8 英
寸 DVD 语音导航、影音娱乐系统，和
高级真皮座椅、车顶行李架等配置；
而高配车型则是比原来 2 . 7L 七座豪

华版增加了高强度前后保险杠、高强
度踏板、8 英寸 DVD 语音导航、影音
娱乐系统、智能钥匙一键启动、远程
遥控启动系统、后排头枕屏和氙气大
灯、LED 灯总成等装备。

在追求豪华感的道路上，汉兰达
一直是领跑者。配置上，仅仅手机 G-
BOOK 智能副驾就让汉兰达有了难
以抵挡的吸引力。该系统集合了以道
路检索、新闻资讯、天气信息、话务员
服务等为主的多项人工智能服务功
能。而它最大的优势在于，除了一定
的手机通话费和流量费，使用其各种
服务功能都是永久免费的。相比其他
车载信息交互系统动辄过千的年费，
新汉兰达手机 G-BOOK 智能副驾这
一优势进一步凸显了尊贵感。

如今，紫金版汉兰达在完美继承了
新汉兰达豪华轿车的舒适驾乘、SUV

的良好视野和高通过性以及 MPV 的大
空间等优势的基础上，外型更豪华，气
质更尊贵，风格更威猛，配置更全面，以
崭新的状态带您到绝顶之巅。

紫金版汉兰达，让王者带你到新
的高度，引领无界新生活！

8 月 17 日-8 月 18 日，上海大
众汽车日照乾通 4S 店“众惠共享，
全系特价会”八月钜惠活动火爆举
行。全系超低价的优惠促销政策给
顾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活动期间，日照乾通 4S 店推
出一系列的优惠促销政策。凡购买
Polo、新帕萨特、全新朗逸、全新桑
塔纳、途安等车型，即可以超低价
格购车。另外，本月全新桑塔纳厂
家促销优惠政策不断，车价优惠同
时，购车即可赠送豪华大礼包，喜
爱桑塔纳的车主一定不能错过这
个良机。
Polo 家族——— 时尚钜惠

上海大众 Polo 品牌自进入中
国市场以来，便始终位列细分市场
的第一销量阵营，指引着潮流走
向，并以“高档紧凑型轿车”的定位
在市场上开辟了一个全新概念，一

鸣惊人。
New Passat 新帕萨特
——— 尊贵大礼

唯有经典可以匹配传奇，唯有
耀世光芒可以媲美不朽锋芒。新帕
萨特在当今中 B 级轿车市场拥有
无可撼动的王者地位。作为德系高
品质轿车的代表，新帕萨特以智能
定义科技，将尊崇品味感与前瞻安
全性融入车辆的科技内涵中，不论
是全方位智能升级版 PLA 自动泊
车辅助系统，还是新版全能 ESP 车
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以及精湛舒
适科技的 Climatronic 双温区自动恒
温空调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用心
设计，凸显前瞻智慧与安全理念。
NewSantana 全新桑塔纳
——— 越级配置

作为上海大众新一代造型设
计理念的新成员，全新桑塔纳从消

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出发，精心打造
车内每一处细节，将实用与美观贯
穿其中。其搭载大众集团最新研发
的轻量化全铝环保发动机，能显著
降低油耗及碳排放水平，ESP 车身
动态电子稳定系统，以保持车辆在
各种路况下行驶的稳定性，树立同
级车型主动安全的标杆；而 EPS 电
子助力转向系统的运用，则可依据
车速的变化提供更精准合适的转
向助力。全新桑塔纳还提供同级别
车型中罕见的定速巡航选装功能，
并安装 HBA 紧急制动辅助系统、
ASR 牵引力控制系统等高端科技
装备，以超越同级的安全标准，实
现对操控信心的不断追求。

上海大众汽车日照乾通 4S 店
本次活动的部分优惠政策还会在
整个 8 月延续。抢购上海大众就在
这个夏天。

日日照照乾乾通通““众众惠惠共共享享，，全全系系特特价价会会””精精彩彩继继续续

新车有望在 7 月率先以进口
的方式引进国内，其中 2 . 0L 车型
的预售价格为 23 . 88 万元，全新
一代马自达 6 进口上市后，将与
马自达 6 、马自达睿翼形成三代
同堂销售的局面。

2 . 0L 车型 23 . 88 万元起、7 月
进口、国产车型年底发布

本届上海车展上，全新一代马
自达 6 在车展上正式亮相，同时这
也是该车在国内的首发亮相。新车
外观内饰和动力都进行了全面升
级，同时车身尺寸也大有长进。

据悉，新车有望在 7 月率先以
进口的方式引进国内，其中 2 . 0L

车型的预售价格为 23 . 88 万元。全
新一代马自达 6 进口上市后，将与
马自达 6、马自达睿翼形成三代同
堂销售的局面，而目前该车的国产
化工作也在进行中，最快可能会在
今年年内正式发布。

外观借鉴 Taker i 的设计元
素，采用魄动设计语言，车身有所
加长

新一代马自达6借鉴了很多
来自Takeri概念车的设计元素，

成为了继CX-5之后第二款使用
魂动 (Kodo )设计语言的马自达
车型。侧面来看，新车的设计十
分低矮，和老款车型相比，新一
代 车 型 的 前 轮 向 前 移 动 了
100mm，轴距达到了2830mm，比
老款马自达6的2675mm以及睿
翼上的2725mm都有所加长，达
到了目前国内中级车的主流水
准，官方表示其乘坐空间比老款
有很大提升。

中控台采用对称式设计，环抱
式座舱提升乘坐感受

对称式的中控台是马自达 6

的一贯风格，不过全新马自达 6 无
论在设计还是材料的选择上无疑
要高档许多，中控采用软性材料打
造，并配以金属出风口，看上去颇
具质感。同时中控台上的弧线延伸
到两边车门上面，展现出怀抱式的
座舱设计，带来特别的乘坐感受。

中控 5 英寸的液晶显示屏的
周围配有按键，能够进行多种功能
的操控，例如导航、车辆设置等信
息，档次感提升不少。手刹旁边新
加入类似宝马 iDrive 的按钮可能

为车载系统所用。
配置丰富，运用创驰蓝天动力

技术，底盘升级
配置方面，新一代马自达 6 具

备自适应大灯(AFS)、智能城市刹
车辅助(SCBS)、后车监视(RVM)、坡
道辅助 (HLA ) )、车道偏移提示
(LDWS)等等高科技配置。

动力方面，新一代马自达 6 是
CX-5 之后第二款运用 SKYACTIV

“创驰蓝天”技术的马自达车型。新
车匹配两款汽油发动机，分别是
SKYACTIV-G 2 .0 发动机，最大功
率输出 150 马力，最大扭矩 210 牛·
米；SKYACTIV-G 2 . 5 升发动机，
最大功率输出 192 马力，峰值扭矩
256 牛·米。值得一提的是，这台 2 . 5

升发动机还匹配了马自达的 i-
ELOOP 制动能量回收利用系统来
提升车辆经济性。

除了动力传动的升级，新马自
达 6 还对底盘进行了升级，采用轻
量化的高强度钢材打造的新车底
盘抗扭强度提升了 30%，同时悬挂
升级为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四轮
独立悬挂。

新新一一代代马马自自达达 66 开开始始预预售售预预售售价价 2233 .. 8888 万万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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