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吉利利新新帝帝豪豪为为年年轻轻而而变变
近日，吉利新帝豪EC7在北京

车展首秀，将于本月底上市。新车
更名吉利新帝豪并悬挂新的车标。
在外观、内饰、动力和科技配置上
全面改进升级，造型上更显年轻、
时尚、动感。新帝豪还将搭载1 . 3T

涡轮增压发动机和6MT\CVT变
速箱，以及更加丰富的智能科技配
置，相信将为年轻消费者带来更多
惊喜。

在造型设计上，新帝豪的外观
更显年轻时尚，前脸采用家族式鸥
翼前保险杠，盾形前进气格栅与眼
神犀利的前大灯相搭配，整体设计
简洁但却让整个前脸更加富有活
力。尾部设计上，新帝豪三厢镀铬饰
条贯穿尾灯，与盾形车标形成呼应，
整体设计干练、稳健；而新帝豪两厢

采用了一体化扰流板，加上下护板
炭黑处理以及双排气管的搭配，带
来强烈运动感。

另外，和现款车型相比，吉利新
帝豪的轮毂变化比较明显。吉利新
帝豪三厢采用16寸双五幅豪华轮毂
设计，更显时尚；而吉利新帝豪两厢
采用的是双色搭配、立体切削运动
轮毂，更显活力。

内饰方面，吉利新帝豪内饰设
计及做工也更为精致出色。从曝光
图显示，吉利新帝豪三厢以浅灰色
为主要基调，呈现出不一样的现代
气质，大量银色镀铬饰条的应用，不
仅提升整体质感，更显舒适、大气。

在动力系统上，吉利新帝豪延
续现有的1 . 5L DVVT发动机以外，
还增添了吉利自主研发首款1 . 3T涡

轮增压发动机，匹配6速手动变速器
及CVT无极变速箱，最大功率为98

千瓦，最大扭矩为185牛·米，完全可
媲美现有的2 . 0发动机。在配置方
面，吉利新帝豪也带来不一样的惊
喜，G-netlink智能车载终端系统、7

英寸娱乐大屏、无钥匙进入等诸多
高科技配置都出现其配置单上。

随着80后消费群体的崛起，汽
车消费的年轻化趋势更为明显。作
为吉利品牌战略调整后首款换标
上市车型，吉利新帝豪紧随市场变
化，在外形、内饰、配置上进行全面
升级，其上市后能否进一步激活市
场潜能，得到更多年轻消费者的认
可。

目前吉利汽车泰安宏亚旗舰店
新车即将到店，敬请关注。

靓丽造型、多维安全
配置，优良的驾乘舒适
性，超越同级动力系统，
长安CS75表现优异。

新锐造型：CS75整
车呈现时尚、大气、硬朗、
动感风格。流畅车身腰
线，动感蓄势待发，风阻
系数仅为0 . 369，处于合
资品牌中上水平；精致镀
铬工艺，每一处细节设计
都倍感精致，使CS75硬
朗气势下更添优雅。

多维安全：CS75在
满足2012版C-NCAP五
星安全设计标准的前提
下，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TPMS胎压监测以及6雷
达+循轨式智能辅助可
视泊车系统、右侧盲区可
视系统、全方位6安全气
囊等为客户提供了全方
位的安全保障。值得一提
的是，CS75还配备了车
内逃生装置，进一步强调
安全配置的人性化设计。
超大空间：整车尺寸 ，
长 宽 高 ：
4650x1850x1705mm的尺
寸超越了很多同级别车
型，让用户乐享超大空
间 。同 时 ，C S 7 5 拥 有
2700mm超大轴距，1 . 9米
的纯平超大后排空间(后
排座椅放倒后)，可以并

排平躺下两个强壮的成
年人。

驾乘舒适：CS75整
车采用双重密封结构，车
内怠速噪声低至37分贝。
在 整 体 工 艺 水 平 上 ，
C S 7 5领先于同级别车
型，甚至超越了一些合资
车型。同时，全系匹配
EPB电子驻车系统、EPS

电子助力转向、ESP车身
稳定控制系统，还有盲区
监测系统等一系列领先
同级的高驾乘体验的务
实配置，让驾乘更轻松、
更便捷、更舒适。

强劲动力：CS75搭
载长安Blue Core系列动
力总成。其中1 . 8T涡轮增
压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30KW/5000-5500rpm，
最 大 扭 矩 2 3 0 N·m /
5000rpm；2 . 0VVT高效发
动机，最大扭矩200N·m/
4000-4500rpm。与之匹配
的是6MT高效手动变速
器和6AT日本原装爱信
手自一体高效变速器。在
大理试驾活动中，媒体实
测油耗在6-8升左右，实
现了高效能和低油耗的
完美统一。

山东嘉顺长安轿车
4S店CS75现已新车到店，
欢迎到店赏车品鉴！

超越同级动力
长安CS75表现优异

比比亚亚迪迪22001144款款新新MM66首首发发
开创泰城MPV新格局

随着汽车产业的发展，自主品牌车型有了较大进步，在产品品质上尤其如
此。作为自主品牌车型的典型代表，比亚迪近年来全面加强了产品品质建设，并
于2012年开始发布IQS10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品质大有提升，这一点从比亚迪新
M6上也可见一斑。2014款新M6震撼登陆泰安双龙集团国泰比亚迪4S店。

在安全品质上，比亚
迪新M6着眼人性化设计理
念，严格按照五星级安全
标准设计，致力于主被动
安全相结合。在被动安全
保障层面，新M6搭载了10

安全气囊和侧安全气帘，
前排座椅和后排侧座都采

用了三点式安全带，后排
中座采用了两点式安全带
以及儿童安全锁等安全装
置，给车内乘客提供全方
位的安全呵护。

新M6在行车安全辅助
设备中也有着高科技质感
的配置，六探头全方位泊

车雷达，帮助车主完美泊
车；360°全景影像的搭载
实现了全车各部位无缝对
接，彻底消除了盲区。该车
还搭载了博世ABS防抱死
系统，全面提升了整车的
安全品质。

该款电动滑动门可通
过智能钥匙的开关实现后
侧门自动开关闭合，而且
还具有防夹功能，对乘客
无微不至的呵护，在很大
程度上提升了比亚迪汽车
以人为本的造车理念。与
传统的手拉门相比，滑动
门不仅使用便利，而且更
显尊贵人性。可以说，电动

滑动门的配备为新M6加分
不少，大大提升了市场竞
争力。

新M6上还首次搭载了
8寸可触数字屏，娱乐性和
科技感大大增强。其多媒
体系统集智能语音提醒、
收音机、CD、DVD、车载电
视、USB、AUX、蓝牙、手机
音乐等功能于一体，给驾

乘带来更愉悦的视听享
受。另外，4 . 3英寸双TFT屏
组合式仪表盘、双温区自
动恒温空调、主副驾驶加
热装置、CAN-BUS电子智
能管家系统、多功能方向
盘等各项配置的存在，让
整车性价比提升不少，这
也将为其争夺更多潜在客
户。

新M6推出了3种动力
系统可供消费者选择，分
别 是 搭 载 了 2 . 4 L
BYD488QA劲悦发动机、
2 . 0L BYD483QB发动机和
2 . 4L三菱4G69发动机，动
力性能强劲，燃油经济性
高 。其 中 ，搭 载 2 . 4 L
BYD488QA发动机，最大功

率可达123kW/6000rpm，最
大峰值扭矩可达234N·m/
4000rpm，有着低噪音、低
排量、大功率、强动力等特
点，与之搭载的6速手动变
速器，可为消费者带来更
流畅的操控感受。

当然，除了安全、配置、
动力外，新M6的全新外观也

是不容忽视的。新M6前脸采
用中网式设计风格，加入了
极具质感的镀铬元素，V型
的轮廓更显车型犀利。加上
镀铝组合灯和镀铬雾灯灯
眉，使得新M6更加厚重、大
气、沉稳。而空间的多变，使
其既可家用亦可商用，大大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

三种动力系统

畅享高端科技

安全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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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他们被称作“精英”，卓尔不群
来自内在品味；New Passat聆听车
主内心诉求，前瞻科技智慧与德系
尊贵品质，为每一位精英车主打造

“思享”空间，开始一段放飞心灵之
旅。

宁静，方有共鸣
每一天，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

声音几乎将人湮没，唯有宁静时才
能听清自己心底的话语。新帕萨特
的优化N.V.H静音科技，为车主带来

“禅院级”宁静享受：针对TSI发动
机振动特性，上海大众开发出的静
音系统，对燃油泵这类微弱至极的
噪音源控制的精益求精，无论是怠
速还是低速，都可在安宁的环境中
自得其静；新帕萨特对车身密封性
采用SDT超声波检测仪，打造90km
/h车速下低至62 . 5dB(A)的极致宁

静空间；车辆在高速行驶时，风声成
最大噪音，新帕萨特前风挡采用
PVB膜的三层结构隔音玻璃，将风
噪声被隔绝车身外。

禅院的静，有晨钟暮鼓的衬托
才显得更美妙。新帕萨特配备丰富
环绕的Fender 8扬声器，高低音频
率极宽，立体感清晰醇厚，将天籁之
音发挥到了极致。外界的烦嚣消失
于耳畔，一种惬意在心头涌起。

尊享，更显不凡
作为公商务用车的翘楚，新帕

萨特更努力为车主打造一个真正私
密独享的个人空间，在后排的私密
性与舒适性方面表现淋漓尽致，为
后排乘客提供了一整套领袖级尊享
系统。

精英人士往往扮演不同社会角
色，新帕萨特以科技为车主打造完

全私密空间：专门为后排车窗及后
风挡配备绿色隔热隐私玻璃，绿色
加深35%，私密性更具有隐私保护
效果。

后排座椅采用最新波纹支撑设
计，能提供更好的肩部、腰部及腿部
支撑；座椅镶拼面料更是出自意大
利奢侈品牌Alcantara，如婴儿皮肤
般稚嫩柔和的质感搭配永不褪色的
典雅设计，更显不凡魅力。此外，新
帕萨特专为后排乘客提供的空调中
央出风口，通过中央通道处的调节
旋钮即可设定合适的温度和风量，
为独享空间打造了宜人氛围，乘车
便是一次尊贵之旅。

现在，北方车辆上海大众新帕
萨特尊享购车金融方案启动，贷款
购车2年0利率，还有超值万元钜惠，
轻松享受精英生活！

新新帕帕萨萨特特 引引领领泰泰安安BB级级车车市市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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