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前让利、豪车云集、精彩活动

买买车车就就到到齐齐鲁鲁秋秋季季车车展展
时间:9月11日-14日 地点:济南舜耕国际会展中心(豪华品牌及进口品牌展区)

济南国际会展中心(合资品牌及自主品牌展区)

名贵的美酒只有喝过才知其香甜，
骇世的名曲唯有听过才可评其经典，路
边的咖啡厅也只有进去坐坐方知其中的闲
适惬意。真爱亦然，唯有置身其中方能领
略那怦然心动的惊喜。爱与不爱，试过才
知道。浓情八月，与君威GS一同发声：“试
过，再说爱！”

即日起至9月15日，奔赴全省别克展厅
试驾，即可参与君威GS“真爱方程试”活动，
变身为GS真爱大使！完成试驾，用手机下载
君威GS专属海报模版(可以委托销售顾问代
为操作)，拍摄人车合影照片，编写真实试驾
感言，生成你的专属海报，上传至官方活
动页，就有机会赢取爱车10年免费保养特
权，更能拍摄时尚大片，荣登GQ杂志。

这个八月，只为你爱的和爱你的，带上
最初的好心情和GS一起去试车试爱吧……

咨询电话：800-820-2020

“试过 再说爱”
———“君威GS真爱大使”

招募令！

□陈颖

随着齐鲁秋季车展脚步
的临近，一场激情的购车热
潮即将涌来。已成功举办29
届的齐鲁车展，“买车到车
展”的金字招牌已深入人
心。每届车展上的缤纷豪
礼、降价促销、免费抽车等
一系列的惠民活动更让原本
火热的展会持续升温。9月
11日，一场汽车界的饕餮盛
宴即将上演。

厂商参展热情高涨

各路媒体全线支持

截至目前，招商工作已
接近尾声：“东西两馆合计
6万余平的展位面积一抢而
空，展位的协调工作压力也
相对较大”，据车展组委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秋展
参展商的热情尤为高涨。据
不完全统计，今年春季车展
成交量接近2万辆，众多参
展商都准备在秋季车展上再
次发力，利用“金九银十”

的销售旺季提前冲击全年销
售目标。

另外，本届车展还取得
众多媒体支持，包括齐鲁晚
报网、山东交通广播、大众
网、新浪、腾讯、爱卡等多
家媒体，将对今秋车展进行
全方位、多角度的现场报
道，让读者足不出户就能收
到来自车展现场的第一资
讯。

豪华展区阵容升级

自主、合资无一缺席

每届车展上，舜耕展馆
的豪华车是最吸引人气的地
方。据悉，本届车展的舜耕展
馆依旧是豪车云集。由劳斯
莱斯、宾利、兰博基尼、保时
捷等国际豪华品牌领衔的豪
车阵容惹人眼球，看点档次
不断升级；更有捷豹路虎、雷
克萨斯、凯迪拉克、沃尔沃、
进口大众、进口福特等众多
主 流 豪 华 品 牌 强 力 助
阵；奔驰、奥迪
分 别 豪

置二层西区600平米超大展
区，南北对峙、火药味十
足！一汽红旗更是一举拿下
一层VIP，尽显老牌劲旅的
强大实力。

而在济南东部的高新展
馆，奇瑞汽车、吉利汽车、
比亚迪汽车、江淮汽车、长
安汽车等自主品牌齐发力，
占据了不少有利位置。上海
通用汽车、上海大众、东风
日产、北京现代、一汽丰
田、东风本田、长安福特、
东风标致等合资品牌也纷纷
划下自己的地盘。

贴心服务便利大众

优惠促销一降到底

据悉，为了能方便观
展，让广大车迷朋友更
全 面 地 了 解 车 市 信
息，车展组委
会将在

车展现场继续免费发送车展
会刊。另外，一系列的便民
观展措施还在陆续筹备中。

除了看豪车、拍美女，
车展最大的亮点莫过于车商
的降价让利。对于车展期间
的优惠政策，各大参展商目
前虽然也是“三缄其口”，
不过依往届经验来看，结合
本届齐鲁秋季车展的重要节
点，车商有望推出力度空前
的优惠幅度，想买车的朋友
不妨等一等，在本届齐鲁秋
季车展上定能有一个满意
的答复。

1个半小时，1个城市，155台车，
这是上海大众汽车8月10日在帕萨
特17城专场团购会首站——— 淄博
站创造的销售佳绩！现场几百名
来宾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在上
海大众汽车30周年感恩献礼的空
前优惠下，纷纷参与到火热的团
购活动中，共同促使了这一销售
数字的达成，同时车主们也以意
想不到的价格收获了自己梦寐以
求的座驾。

厂家直促

多重优惠乐享不停

本周，“感恩30年 帕萨特17
城厂家直销团购会”第二波钜惠
将再度来袭济南、聊城。

根据活动规划，作为上海大众

汽车30周年感恩回馈的重要一环，
帕萨特17城厂家直销团购会所涉及
各站的优惠均由上海大众厂家支
持。另外，为确保空前的优惠力
度，团购会上除团购大放价之外，
还涵盖订车礼、优享礼、幸运礼、
纪念礼等多重礼包，综合优惠最高
可达2万多元，丰厚的回馈好礼足
以确保每一位购车车主乘兴而来，
满意而归。

重磅组合

帕萨特领衔品质新生活

作为上海大众汽车最引以为
豪的作品之一，B级车市当之无愧
的销量之王，帕萨特被指定为本
次团购会首要参团车型。同时，
上海大众汽车旗下最受年轻人爱

戴的两厢车Polo，以及有着传承经
典美誉的新桑塔纳也在本次团购
会优惠之列。三款车以帕萨特为
主导，组合成本次团购会重点团

购车型，以历经检验的德系品
质、经久不衰的人气，以及力度
空前的优惠，感恩回馈车主，与
车主共创品质新生活！

0元参团

即刻报名参与心动购车

根据活动规则，在本次团购
会中，任何参与团购的客户均无
需缴纳参团费，只要联系当地经
销商或用手机扫描左侧微信二
维码，进入“最新资讯”中的“心
动购车节”一栏，即可获知团购
详情，报名参与团购活动。为 确
保现场良好的购车秩序，每一
站团购名额都有限，济南、聊
城两站报名时间截止到 2 0 1 4年
8月 23日(星期六)。其他各站报
名详情请洽上海大众汽车当地经
销商或关注上海大众山东公众平
台。

（沐风）

帕帕萨萨特特1177城城专专场场团团购购会会————济济南南、、聊聊城城站站火火热热招招募募中中

关注上海大众山东
官方微博 (h ttp：//
e.weibo.com/sdvw
/prof i l e )或者使用
微信扫描二维码，
即刻关注上海大众
汽车山东公众平台
获得最新资讯以及
更多服务体验。

8月7日，新一代广汽
本田奥德赛正式上市。新
车共推出5款车型，均采用
2 . 4L发动机，售价区间为
22 . 98万-29 . 98万元。新车
进行了革新设计，产生了

脱胎换骨的变化，拥有新
锐外观、舒适空间、智能科

技三大核心亮点。与上一

代车型相比，新车长度增

加20mm、宽度增加3mm、

高度增加125mm，同时轴

距也增加70mm，空间更加

充裕；全系车型配备同级
别中最大开口的电动滑
门，加上超低门踏板，为乘
客提供极大便利；同时，全
新奥德赛搭载了Honda最
新领先行业的FUNTEC智
能科技，配置在国内同级
车型中均属首创，刷新了
行业标准。

此 外 ，全 新 奥 德 赛
(ODYSSEY)搭载Honda第
三代动力总成技术Ear th
Dreams Technology(地球
梦科技)的2 . 4Li-VTEC电
控燃油缸内直喷发动机和
CVT无级变速器，兼顾了
环保与驾驶乐趣。

(韩杰)

广广汽汽本本田田新新奥奥德德赛赛上上市市发发售售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一款舒适、安全又经
济节油的座驾是全家人心中的理想出行工具。
北京汽车基于SAAB平台打造首款A级家
轿——— 绅宝D50，不仅继承了SAAB的先进工
艺和制造品质，其独有的前后泊车雷达、独立
悬架等配置更远超同级车型，重新定义“全民”
家轿概念。即日起，绅宝D50以65800元起的超
值价格全面让“利”广大车主，极具竞争力的综
合性价比使其更具热销实力。

众所周知，北欧豪车品牌SAAB以先进的
技术和出色的安全性能享誉全球，其首创的全
轮驱动技术、车内空气滤清器等技术被全球
化广泛应用；SAAB还是首个应用涡轮增压发
动机，旗下所有车型均达到Euro NCAP五星
安全标准的汽车品牌。以收购SAAB核心技术
为起点，北汽集团整合优势资源，历时3年终
打造出了北汽自主品牌——— 绅宝系列车型。

纵观国内A级家轿市场，基本售价均在7万
元左右，绅宝D50不仅价格极具优势，在品
质、工艺以及配置方面也不输同级别合资品牌
车型。此外，购绅宝D50还可享“一年免息、
日供8元、首付1 . 5万起”等多种金融支持任
选，置换最高享受6000元现金补贴。北京汽车
提供的优惠价格+多种购车支持，不仅带来了更

优的购车选择，同时也打造了绅宝D50极具竞争

力的超高性价比。绅宝D50优惠活动已经开
启，更多详情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瑞华)

全全民民家家轿轿绅绅宝宝DD5500 6655880000元元起起售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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