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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汽车

国产紧凑型车、5 . 9破
百、百公里油耗1 . 6L、混合
动力 . . . . . .一台被受全球车迷
朋友关注的“神车”-比亚
迪秦。自从这款新车屡屡
曝光，受到了车界中的议
论，山东震德比亚迪“秦”
现已到店了，火爆热销中，
恭迎广大客户来店品鉴！

12月17日，比亚迪“秦”
量产版在北京进行全国上
市发布会，新车共推出两
款车型。比亚迪“秦”是首
款DM II代混动车型，百公
里加速仅需5 . 9秒，综合工
况油耗仅为1 . 6L。

比亚迪“秦”的车身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 7 4 0 m m /
1770mm/1480mm，轴距达
到了2670mm。尾部后面一
个鲜红的“秦”字，表明了
它的地位不容忽视。位于
尾部的充电口，秦可以采
用220V交流电进行充电。

“秦”的座椅不仅在承
托性做了很大的调整，而
且在舒适性有了进一步的
提升，整体的舒适性犹如
飞机的头等舱。后排的空
间还是比较满意的，无论
是腿部还是头部的空间都
有蛮大的空间，乘客在后
排并不会有压抑感。

比亚迪“秦”搭载一台
1 . 5T发动机，并采用第二
代DM双模技术，可以在纯
电动和混动两种模式之间
切换，联合后最大输出功
率可达303马力，传动系统
方面，与之匹配的是一台
DCT双离合变速箱，另外
在纯电动模式下，该车续
航里程为70公里。这使得

“秦”的0~100km/h加速时间

仅需5 . 9 s，最高时速可达
185Km/h。而根据工信部数
据，“秦”在综合工况下行
驶100km所需油耗仅1 . 6L，
至于说在纯电动模式下行
驶，排放为零。

在F3DM的基础上，比
亚迪历时5年，开发出第二
代DM技术，并应用到比亚
迪"秦"上，具有"快、省、绿"

三大技术亮点。
快指的是"秦"有两个

心脏，动力强劲。"秦"搭载
了纯电动和混合动力两套
驱动模式，动力总成采用
并联模式，集高电压高转
速和1 . 5TID黄金动力总成
于一身。在混合动力模式
下，能爆发出479N·M总扭
矩和217KW总功率，最高
车速超过185公里。秦搭载
的驱动电机效率达94%，大
大提高了电机恒功率转速
的 范 搭 载 围 。比 亚 迪
1 . 5TIM黄金动力总成集涡
轮增压、缸内直喷、六速手
自一体DCT双离合变速箱
于一身，动力强劲，油耗和
排放明显降低，节能环保
效果显著。

省指的是省电省油。
秦在纯电模式下，电动机
单独驱动车辆，电量过低
和动力需求加大时，可以
自动或手动切换到混合动
力模式。"秦"还具有制动能
量回收功能，在行驶过程
中电机向电池返充电。

除了纯电和混合动力
两种驱动模式，"秦"还有经
济型和运动性两种不同驾
驶形式，可以组合成经济
加纯电、运动加纯电、经济
加混动、运动加混动四种
驾驶搭配方式。

绿指的是零污染零排
放。比亚迪"秦"搭载了行业
领先的纯电动和混合动力
两套驱动模式。纯电动模
式下续航里程可达 7 0公
里，完全可以满足日常上
下班出行，实现零排放零
污染。长途出行在电能用
完后，可以自动切换为混
合动力模式。在混合动力
模式下，秦的百公里油耗
也很低，节能环保效果显
著。

（杨春）

山东震德比亚迪“秦”到店

晟和福特开春钜惠

新新蒙蒙迪迪欧欧、、翼翼虎虎、、翼翼搏搏喜喜乐乐惠惠
据记者了解到，自长安福特

新蒙迪欧上市，关注度在中级车
市场一直居高不下，除具有科技
感的外观以外，内饰、动力及配置
方面都全面升级。既然是一款全
球车型，又充分考虑了中国消费
者的需求，以期最大程度地适应
中国市场。而长安福特翼虎、翼搏
两款SUV车型自上市以来便一直
处于供不应求的热销状态。

这一切对广大感兴趣的泰安
车友来说将变得非常简单，2014

年2月17日至23日，山东晟和福特
4S店将开展新蒙迪欧、翼虎、新蒙
迪欧、翼搏此三款车专场活动，活

动期间，邀约到店客户都有进店
礼品，凡在现场订购翼虎客户将
可获得价值500元的汽油卡赠送；
订翼搏的客户将可获得5 0 0元工
时劵；订新蒙迪欧的客户将可获
得500元保养券。此外，订购任意
车型的客户还可砸金抽大奖，奖
品包含山地越野自行车，户外帐
篷，陶瓷茶具等精美礼品，即刻拥
有福特爱车，早日成为有“福”之
人。

山东晟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是长安福特在泰安地区一家
全球最新标准福特4S店，主要包
括多功能展厅、售后维修车间、客

户休息室、备件库以及培训中心
等一批现代化建筑设施。而对于
泰安已有福特车主来说，可随意
到位于泰前大街东首的晟和福特
享受更为便捷到位的福特品质维
修服务。

山东晟和福特公司将怀着
“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承诺，积
极探索客户需求，努力做到最优
秀的服务，推行工作流程的标准
化，提升员工的业务技能和素质，
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竭尽全力“创造更多更好的汽车
生活”，使之成为泰安乃至山东知
名的汽车销售服务企业。

东风标致308全系采用镀铬设
计，车身的每一个部位都使用了高
品质材质，再加上欧系车的精致工
艺，让它在同级别车型中品质出
众。内饰利用材质、曲面变化的科
技处理，给人简约、流畅、舒适的感
官新享受。深浅两色内饰传达了设
计者针对不同用户需求，深色凸显
气质，而浅色温馨淡雅。闭上双眼，
轻轻触碰，搪塑工艺的应用让触感
更为细腻，柔软舒适。

精致雕琢的钨晶狮眼前大灯，
用银色和灰色勾勒出深邃而灵动
的醒目轮廓。发动机罩上，四条棱
线不仅营造出力度强大的浮雕效
果，也带来曲面的起伏，极富层次
感的同时也呈现出光影变化，更与
钨晶狮眼前大灯和刀锋式造型前
雾灯和谐融洽，构成了308雄浑有
力的狮吼式前脸。尾部造型宽绰饱
满，暗含张力，C型LED光导带尾灯

采用全新光导技术，不仅具备醒目
提示效果，反向C字母造型更在延
伸当中与主腰线汇合，勾勒出暗夜
中的一道凌厉风景线。

东风标致308有着宽适的乘坐
空间，车身长*宽*高为4558*1805*
1505(mm)，轴距为2612mm，与同级
别的车相比更宽更高。同时，东风
标致308拥有令业内称奇的“四小
时舒适座椅”，符合人体工程学的
型面，软硬适中的泡沫，细致的连
缝线设计，令你长时间乘坐也不会
感到辛苦。

东风标致308不仅外观无比惊
艳，内饰的品质感也无处不在。搪
塑工艺、镀铬装饰件，满足视觉、触
觉双重“觉醒”。炮筒式运动仪表
盘，采用精致设计工艺，外型动感
流畅，更令行车信息一览无余。内
饰仪表板整体采用先进的Slush-
molding搪塑成型技术，细腻质感、

无气味无挥发，创造安全环保的驾
乘空间。

（阎晓娜）

由长安汽车冠名的央
视大型励志公益节目《出
彩中国人》火热录制中，央
视名嘴撒贝宁，李连杰、周
立波、蔡明三巨星跨界点
评，引发热烈关注。作为

《出彩中国人》节目全国总
冠名商，长安汽车将全程
赞助节目的录制和播出。

“自燃哥”周立波：长
安致尚XT般激情飞扬、

“冷静哥”李连杰：长安睿
骋般沉稳大气、“春晚姐”

蔡明：长安逸动般灵动逸
致。

“鼓励梦想、鼓励勇
敢、为平凡人的出彩人生
点赞”和节目总冠名商长
安汽车的理念不谋而合。
长安汽车倾力支持《出彩
中国人》，旨在帮助更多的
普通人登上梦想舞台、实
现“人人出彩的中国梦“，
长安汽车愿意成为普通中
国人实现出彩人生的推动
者和见证者。

东东风风标标致致330088 体体验验风风尚尚设设计计

长安汽车冠名
《出彩中国人》火热录制中

1月7日，融合了同级
最先进9速轿车与最强悍
四驱性能的最新一代城市
SUV——— J e e p自由光上
市，37 . 59万元起售。Jeep自
由光全系标配全球首款9

速变速箱，有2款动力选
择，2 . 4升虎鲨发动机和
3 . 2升Pentastar发动机。先
期上市3款车型均为2 . 4升
排量车型，分别是都市版、
豪华版和精锐版，3 . 2L性
能版Trailhawk随后上市。

Jeep自由光不仅让消
费者以40万以内的价格拥
有全球首款9速车，还为消
费者提供了多项同价位区
间独有或领先的功能与配
置。最先进轿车与最强悍
四驱车的“史上最强合体”

让自由光成40区间能买到
的最好的城市SUV———
同级创新的MultiAir2技术
发动机，带来更高能效和
更低油耗；5种驾驶模式，
让你从沙漠、戈壁、泥泞和
高山一路畅行到繁华都
市；业界首创具备电子化
后轴分离技术的Ac t i v e
Drive智能四驱系统，实时
在两驱、四驱之间无缝切
换，公路、越野完美结合，
拥有全路况能力的同时燃
油消耗更少。

新年伊始，自由光第
一时间投放中国市场，彰
显对市场及自身产品的信
心。全新的城市生活已经
开始，最新一代城市SUV

的大幕已经在中国拉开。

Jeep自由光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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