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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齐鲁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总经理 王丽霞

似乎转眼间，时光滑过十
余年。以人的生命历程去体
会，像一个呱呱坠地的粉嫩婴
孩已一跃成为健硕青年。成长

的印记中，尤其不忘的，是从
孩提起便小手拉小手一起天天
同长、渐变成大手拉大手的兄
弟。齐鲁车展和齐鲁汽贸便是
这样一对伙伴。如上海大众一
位高层领导的讲述：如果你想
走得快，请独自上路；如果你
想走得远，就结伴同行！

齐鲁车展源起1999年，从
简入繁、从小及大，拨千丝万
缕引千针万线，搭车商平台，
观车坛风云，析车市变幻，担
当坚实的车商和千家万户间桥
梁。时至今日，齐鲁车展像一
个气定神闲的指挥家，挥动手
里的魔棒，将每年的4月与9月
演绎成为齐鲁大地车迷朋友的

车坛饕餮盛宴。
山东齐鲁汽贸建于1993

年，时至今，已16年。山东齐
鲁汽贸从销售第一台微型面包
车开始，累积为购车客户提供
爱车超过十几万辆、为维修保
养客户提供服务近百万次。
1999年，参加第一届齐鲁晚报
车展的经销商里就有“山东齐
鲁汽贸”的名字，每一次车
展，山东齐鲁汽贸都会是最积
极的参与者，这是两个如影随
形的兄弟约定，也是个最忠实
的车展历程见证者。

齐鲁车展与其说是车展，
不如说是一个圆梦的舞台。随
着每一届车展大幕开合，一

辆辆本只是产品的汽车就变
身 成 了 一 个 个家庭 的 新 成
员，也就开启了一个个家庭
的“汽车梦”。梦承载的方
向可能各有不同：致富梦、
求学梦、健身梦、团聚梦、
旅行梦……为实现更多人的
汽车梦，山东齐鲁汽贸愿与
齐鲁车展一道努力。

齐鲁车展即将迎来第30
届，这是整个齐鲁车坛的大
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
迈步从头越”。齐鲁车展和山
东齐鲁汽贸，这对一起成长起
来的兄弟伙伴，正在各用所
长，继续真诚挽手同行，共创
齐鲁车市的辉煌明天。

共共创创车车市市的的辉辉煌煌明明天天

作者：刘曰章
参与齐鲁车展已经有七八

个年头了，从最初的车“盲”
到如今的车“迷”，有说不尽
的乐趣。随着赏车渐渐成为习
惯之后，自此每年车展必去。

说起当初参观车展，老婆
一直不太赞同，其主要原因
是：一、有蠢蠢欲动买车之
心，而无经济实力之优势；
二、趁机带孩子玩耍，免除家
务繁杂之累，并且长见识，以
备“急”时之需；三、孩子自
小喜欢汽车模型，所买的玩具

几乎都是小汽车，对于车展这
样的好机会，也不愿意放过，
吵着闹着就是去。谁知道这一
逛不要紧，爷儿俩都喜欢上了
车展，春秋每年两次，不见不
散。时间一长，见到车展就跟
着了迷一样，缝展必去凑热
闹。直到三年前的一次车展，
爷俩儿没能经住诱惑，就拼、
挤、凑了一番，将一辆青睐已
久的奇瑞车型收入“囊”中。
儿子那个高兴哦，手舞足蹈不
停。当然，也满足了我这个车
迷的“初恋”。

车不是什么大牌，但开着
自己的车就是舒服。有时候开
车回老家，老婆坐在车里看到
爷儿俩兴奋地样子，“藐视”
的说：“你看看人家开的车多
好，没有钱可以晚点买，就你
开个国产车还得瑟啥呀。”我
笑笑说：“不是得瑟，而是在
享受自乘之乐，找寻旅途之快
感。”儿子放暑假，带着他去
淄博蒲松龄故居、去德州太阳
之城、去滨州观水泥航母、去
莱芜雪野品鱼头之美味，一路
顺顺畅畅，不都是它的功劳？

每当我历数有车之“趣”时，
老婆尽管还是撇嘴，但撇嘴之
后多是抿嘴之笑。

自买车之后，每年的齐鲁
车展还是必去。逛车展不仅仅
是为了买车，而且是一种乐趣，
能够通过车展开阔自己的眼
界。每一次车展都会有一些不
同的变化，已经形成了一种车
展文化、车展生活方式。齐鲁车
展圆了我的汽车梦，也满足了许
许多多消费者的需求。它让汽车
走进寻常人家不再是梦想，也伴
着汽车需求者一路同行。

伴伴展展七七八八年年 全全是是乐乐和和甜甜

岁月荏苒，时光走过16年。
从1999年第1届齐鲁车展成功举
办，到2014齐鲁秋季车展走进第30

届。从第1届到第30届，你可能偶然
参与过。在你的身上，总有许多跟
齐鲁车展有关的故事。这些故事
或开心，或搞笑、或温暖、或辛
酸。让我们来听一听你的车展故
事，讲一讲车展之缘。是回忆，
更是一次铭记。让我们用亲历者
的眼光，再一次眺望远方。

活动须知
稿件字数800-1000字；照片

以电子版形式投递，要求不低于
300万像素

征集截止日期
9月1日
投递方式
邮箱：qlwbqcb@163 .com

信件投递：山东省济南市泺
源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A302-2

汽车事业中心
邮编：250014
(请在邮件中注明姓名与联系

方式，稿件一经采用，将奉上300

元壳牌油卡作为稿酬。)

日前，吉利新金刚“一箱油穿越大兴
安岭”节油挑战赛在呼伦贝尔完美落幕。
最终，来自青海西宁的选手陈有财凭借百
公里3 . 98L的成绩，荣膺吉利新金刚“节油
王”称号。参加决赛的10名选手平均百公里
油耗仅为4 . 37L，全面验证了吉利新金刚的

节油“真功夫”以及良好的操控性能。

此外，比赛还设置了女子组比赛，她

们驾驶两厢金刚自动挡车圆满完成穿越的

任务，并经受了近千公里的考验，最终取

得女子组第一名的是滕亚非、吴迪、刘晓

燕的三人组合。

自活动正式启动以来，吉利新金刚一

箱油穿越大兴安岭”节油挑战赛，吸引了全

国上万名车主的踊跃参与。活动分为各省

市海选赛、漠北晋级赛和终极挑战三个阶

段。最终海选赛选出的20名节油高手参与

漠北晋级赛，晋级赛胜出的前10位节油高

手，参与终极挑战赛，并最终决出吉利新金

刚“节油王”，赢取万元油卡大奖。(海云)

吉吉利利新新金金刚刚一一箱箱油油穿穿越越大大兴兴安安岭岭

8月8日，东风悦达起亚K4全国媒体
试驾会沈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齐
聚沈阳，赶在第一时间与东风悦达起亚首
款专为中国消费者研发打造的全新中高级
座驾——— K4来一场“亲密接触”，零距
离感受超越期待的惊喜。

以品牌全新进化的“DESIGN KIA”
设计语言，融合中国消费者对中高级商务
型轿车的审美情感，通过直线与曲线的完
美组合，东风悦达起亚K4凸显出稳重、
干练、大气又不失时尚的设计风格。座
椅、门护板、中控台等多处大幅采用真皮
包裹设计，以柔软、细腻的触感带来舒适
驾乘体验和高档感；而大面积桃木材质装
饰的运用彰显尊贵，充分满足商务人士对
细节品质和卓越品位的需求。

K4的车身尺寸分别为 4 7 2 0mm×
1815mm×1465mm，而长达2，770mm的
轴距更是傲视同侪，使其坐拥同级别最大
驾乘空间，带来令人惊喜的实用性和舒适
性。K4的车身运用了50%以上的超高张力
钢板，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车辆侧身、顶
部等易受碰撞的区域，进行了再强化，进
一步加固了车身强度及安全性，竖起第一
道坚固防线。同时配以6安全气囊、侧气囊
和侧气帘、宽外后视镜、大灯断线提醒、

VSM车身状态控制系统、TPMS胎压监测
系统等一应俱全的安全科技。

此外，K4配备1 . 8L和2 . 0L两套动力
总成，采用起亚先进的Nu发动机，兼具
轻量化、高性能、低油耗和静音优势。其
中，2 . 0L发动机最大功率155马力，最大
扭矩192牛米；而被誉为“黄金动力”的
1 . 8L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143马
力，最大扭矩176牛米，动力强劲且燃油
经济性突出。分别搭载6速手动或手自一
体变速箱，换挡平顺自如，释放畅快激
情。K4还将在年底推出1 . 6T涡轮增压发
动机车型，配合全新7速双离合自动变速
箱，为那些追求更高驾驭快感的消费者们
带来最佳选择。

(刘庆义)

优优雅雅尊尊贵贵 成成就就新新经经典典
——— 本刊试驾东风悦达起亚K4

8月，东风雪铁龙山东各
4S店强强联合推出购车尊享超
低首付7折特惠、赢取清凉礼
包、送上牌强险、免空调检测，
更有机会赢取韩国品质游！

购车要爽，唯冰不破-东
风雪铁龙五重豪礼七折购！
买车要爽！下手就要快！

惠破天惊，七折抢车-超
低首付20%再七折！再也别
说：“我没有钱！”

厚惠有期，豪礼无限-清
凉礼包、送上牌险、还有韩国
品质游！还要怎样？
新C5———
动态舒适 底盘大师

新C5，大师级底盘科技
所带来的的驾乘品质领先同
级车一筹，其凝聚雪铁龙九
十年精华以及9代高端车血
统的底蕴，其中动态舒适性
是新C5傲视同级的一大优
势。凝聚了品牌近百年科技

精华的东风雪铁龙新C5更凭借
MCS大师级底盘科技为核心，
树立了“长途不累、簸路不颠、
弯道不飘”的高品质口碑，营造
出无人比肩的“动态舒适”。
C4L———
百米冲刺王第二季再创佳
绩，独配节油智能启停STT

东风雪铁龙C4L搭载STT
技术的智驱车型，提高15%的节
油率，在高效动力和丰富的人
性化配置的基础上，C4L新车型
通过新增STT技术和智能多媒
体系统，带来了更好的便捷性、
节油性能，这为消费者提供了
更轻松、更愉悦的驾乘感受和汽
车生活。
全新世嘉———
冠军新时代，黄金E效动力引
领同级新标杆

黄金E效动力组合，引
领同级新标杆。作为神龙公
司“E动战略”A级车首发车

型 ，全 新世嘉搭 载 由 全 新
1 . 6L CVVT发动机和全新
AT8智能手自一体变速箱组
成的“黄金E效动力组合”，

以“动力+ 1 0%、油耗-
10%”的卓越产品力引领同
级新标杆。
全新爱丽舍———
600万公里测试，全球品质新
法式大空间家轿

PSA全新高效模块化平
台EMP1平台设计研发的首
款产品，“全球新一代欧系中
级车”全新爱丽舍独家配备
同级独有的PM2 . 5空气滤净
系统，经权威测试认证可有
效过滤90%的PM2 . 5颗粒，上
市之初就以品质高、空间大、
配置全的“高大全”优势迅速
掀起“爱”的抢购潮。

报名及更多详情，致电
东风雪铁龙山东各经销商！

（振宁）

东东风风雪雪铁铁龙龙88月月购购车车 五五重重豪豪礼礼 七七折折购购

8月15日晚，凯迪拉克
风尚运动豪华轿车ATS-L
长轴版在上海黄浦江畔上

市 发 布 ，售 价 2 8 . 8 8 万 -
44 . 88万元。凯迪拉克ATS-
L长轴版拥有28T、25T两种

高性能动力配置，全系共五
款车型，拥有五种车身颜色
与三种内饰颜色可供搭配
选择。与此同时，凯迪拉克还
同时推出两款ATS-L D3运
动 设计版 ，进 一 步 强 化 了
ATS-L与生俱来的时尚运
动基因。凯迪拉克ATS-L长
轴版最大的变化是其轴距加
长了85mm，搭载“沃德十佳”
2 . 0T SIDI直喷涡轮增压发
动机，提供28T与25T两种高
性能动力配置。在底盘配置
上，ATS-L长轴版全系标配
Brembo高性能刹车系统与
超跑型运动轮胎与轮毂，确
保拥有强大的制动性能与
优秀的抓地力。 (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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