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2014齐鲁秋季车展开幕仅
有短短三周时间，众参展商也在紧
锣密鼓的备战此次年中大考。北汽
集团麾下绅宝D50、D70北京汽车E
系列以及BJ40将齐亮相本届齐鲁秋
季车展。届时，北京汽车将搭起喻有

“未来”之意的“北汽之门”，为北汽
客户开辟专享通道，无需购票即可
免检入场观展。据悉，为答谢新老客
户，北京汽车还将联合齐鲁车展组
委近期会推出线上抽奖活动，Ipad、
精美车模、千张门票、油卡等缤纷豪
礼，更有精彩线上活动抽取万元购
车金，轻松圆你购车梦！

诚意十足

北汽绅宝D50礼惠泉城

作为一款定位舒适、节油的A级
家轿而言，北汽绅宝D50上市之初就
以超值低价惠袭泉城。北京汽车特
推出购绅宝D50最低65800起售的特
惠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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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购绅宝D50
还可享“一年免息、日供8元、首付
1 . 5万元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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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届齐鲁秋季车展前夕，北
京汽车将重磅推出精彩好玩的线上
抽奖活动，Ipad、精美车模、车展门票
等好礼抢先送，并将抽出万元购车
金，如此大幅的回馈力度，不仅彰

显了北京汽车回馈车主的十足诚
意，更使具有北欧血统、超越同级
配置的绅宝D50更具市场竞争力，
超高的综合性价比优势让其一跃成
为适合国人的“全民家轿”首选。

出身名门

扎实工艺领先同级

对于消费者而言，价格特惠虽然
机会难得，但汽车的性能配置无疑更
为关键。北汽集团整合优势资源，基
于先进的技术和出色的安全性能享
誉全球的SAAB平台，历时3年终打造
出北汽自主品牌—绅宝系列车型。依
托北汽集团多年的汽车制造经验以
及欧洲一流标准的现代化制造工厂，
绅宝D50在生产工艺和安全品质上居
国内领先水平；绅宝D50使用轻量化、
应用激光焊接和局部加强等多种工
序，使整车强度和抗扭性远超同级车
型；此外，绅宝D50采用与SAAB一致
的“零部件供应商管理体系”，零部件
均来自国际知名供应商。

作为绅宝家族推向市场的首款
经济型家轿，绅宝D50拥有同级别车

型无可比拟的欧洲SAAB血统，实可
谓出身名门。在动力方面，绅宝D50注
重提高用车经济，在小型轻量化、高
性能、低油耗和环保性能方面已达到
较高水平，全方位超越同级车型。

越级配置

引领A级家轿市场新潮流

在配置方面，绅宝D50拥有四项
超越同级别的领先配置。绅宝D50采
用“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独立悬
挂系统配合萨博独有的后轮随动转
向系统，较多采用半独立悬挂的同
级车型，在行使稳定性和舒适性方
面更加出色；其车身前后共置5个泊
车雷达探头，监测角度可达75度，与
多数只在车尾配备倒车雷达的同级
车型相比，监控范围更广；

绅宝D50拥有最新大陆ESC车
身稳定系统，体积更小、重量更轻、
适应性更强，在车辆突然打滑或紧
急避让时，可有效平衡车身，防止失
控；源自SAAB的航空设计理念，绅
宝D50独具7寸航空式中央显示屏，
可直接显示室外温度、保养里程和
续航里程等行车信息，方便性大大
提高。此外，绅宝D50还搭载多项B级
车才有的越级配置，如前排安全带
未系提醒功能、TCS牵引力控制系
统、前排侧气囊等，即使是面对B级
车，绅宝D50也毫不逊色。 (陈颖)

济南宝盈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济南匡山汽车大世界东区1号
0531-66728777

首批启腾M70出口秘鲁
8月11日，在福汽新龙马工厂
举行福汽启腾首批微客出口
国外的发车仪式。这意味着福
汽启腾“走出去”战略的正式
发布。由此，福汽启腾正式进
军国际市场，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据了解，福汽启腾一直
致力于开拓国际市场，自上市
伊始，就开展各项工作积极促
成企业出口合作，比如正在筹
备出访尼日利亚、贝宁、肯尼亚
等国家进行出口业务考察；为
加强出口能力基础建设，专门
成立了外销业务组；2014年7月
25日成功举办了福汽启腾俄语
7国专题推介会，渠道上遵循
“国内重抓二三线、国外第三世
界走”的“双步走”战略。目前已
成功取得了秘鲁订单，与格鲁

吉亚、亚美尼亚、摩尔多瓦等俄
语地区7国的合作也正商榷接
洽中，出口合作意向非常大。据
悉，已接受国外订单达200余
台，意向订单600余台。

据悉，未来，福汽启腾将
继续借助福建省外经贸人才
干部培训中心平台，召开推
介会，加强对外推介力度，争
取将福汽集团经贸会展城市
展厅纳入具备市场开拓机会
的国外客商、研修干部等来
榕定点参观单位，借机进行
产品推介和商务洽谈。

对于今年的规划，福汽新
龙马吴文彬执行副总称，福汽
启腾接下来将充分利用更多国
际性展会的资源，重点拓展非
洲、南美和中东市场，如将参加
2014年9月1日-9月6日在乌鲁木
齐举办的亚欧博览会、2014年9
月8日-9月11日在厦门举行的
投洽会、2014年9月16日-9月19
日在南宁举行的东盟博览会、
2014年10月15日-19日在广州举
行的广交会等，在这些展会上
多推介福汽启腾，为出口外销
工作奠定夯实基础。 (哲基)

今年10月1日至5日，来自
中华大地10万越野人，3万台
越野车，将云集腾格里沙漠腹
地，共同参与阿拉善英雄会，
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越野
的“超级派对”。作为活动官方
合作伙伴，北京汽车此次亦携
硬派越野车BJ40亮相阿拉善
英雄会，并将组队参与最为残
酷的T3挑战赛。秉承着最为纯
正的越野世家血脉，拥有着军
工品质的钢筋铁骨以及纯粹
的硬派机械分时四驱、非承载
式车身，BJ40必将成为阿拉善
英雄会最闪亮的新星。

还犹豫什么？前往离你最
近的北京汽车指定经销店报名
选拔赛，在那里，你会经历体

能、汽车知识、驾驶技巧的综合
评测，优胜者将参与位于全国
五个城市北京、成都、长沙、上
海、西安的分站挑战赛。(非分
站赛城市优胜参与者可获得
1000元交通补助)。晋级分站赛
后，我们设置的专业越野项目将
对你的汽车知识、团队能力、救援
知识、驾驶技术提出更高层次的
考验，而获胜后的奖品，就是在前
方的等着你的阿拉善英雄会！来
吧，所有不甘于寂寞的朋友，
阿拉善的烽烟已经燃起；发动
机的嘶吼在腾格里回响；夕阳
的血已洒满黄沙。它们都在等
待你的出现，拿起“BJ40大漠
召集令”，参加海选，做一回
真正的“沙漠英雄”。(北方)

2014年伊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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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ep自由光荣
耀上市。凭借多项同级首创或领先
的功能与配置，自由光成为40万元
内能买到的最好城市SUV。下面，
让我们细数自由光的那些越级科
技配置吧。
全系标配9速 全“芯”体验

Jeep自由光使用的是首次被应
用于SUV车型的2 . 4升虎鲨发动
机 。J e e p 自 由 光 凭 借 独 门 绝 技
MultiAir2电子气门正时升程可变
技术，能够精准控制节气门开启时
间和角度，有效提高发动机能效。
新技术的应用使这款发动机比其
他传统气门技术的发动机燃油经
济性提高7 . 5%。

自由光搭配的全球首款9速变
速箱，不仅仅能提供远高于目前市
场上六速、七速变速箱的驾驶平顺
度体验，更能提供最佳的燃油效率
和能效表现。在工信部实测中，2 . 4
升排量的Jeep自由光综合路况下百
公里油耗为8 . 8升，而在此前的路
测中，更跑出了综合路况下百公里
油耗7 . 6升的成绩。
百变性能 一键搞定全路况

城市SUV，顾名思义，是只在城
市开的SUV么？在Jeep自由光出现
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Jeep自由光全系标配Selec-
Terrian路况模式自选系统，同级最
丰富的5种驾驶模式，只需通过一
个中央旋钮即随时转换车辆性能
取向，面对公路、雪地、沙地、泥地

和岩石各种路况，发挥最佳性能，
带你突破城市生活的固有边界。
菜鸟也能上手的傻瓜越野

全 球 最 知 名 的 四 驱 胜 地
Rubicon小道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全长35公里，道路崎岖不平、巨
石当道。Jeep自由光成为Jeep牧马
人和Jeep大切诺基之后第三款成功
穿越Rubicon小道的量产车型。

凭借配备的创新Active Drive
智能四驱系统，Jeep自由光能根据
路况在四驱、两驱无缝切换，路况良
好时自动断开后轴动力带来更低油
耗，路况恶劣时自动接通后轴动力
带来强悍的通过性。同级罕有的低
速四驱模式可将扭矩放大近3倍，
Trailhawk更可锁止后轴，配合神奇
的“傻瓜越野”Selec-Speed 速度控
制系统(高性能版)，驾驶者只需操
作方向盘换挡拨片调节车速，无需
再控制油门或刹车，把控好方向盘
即可轻松攀爬、脱困、通过。
三大同级唯一高科配置

在如今大屏当道的移动互联
时代，对消费者需求的前瞻考量，
Jeep走在了所有竞争对手的前列。
J e e p 自由光搭载了同级唯一的

Uconnect 8 . 4英寸及7英寸双液晶
人机交互系统。这套系统匹配了同
级最大的8 . 4寸液晶中控系统和同
级唯一的真彩自定义7寸仪表显示
仪，让消费者实现3D实时导航、通
讯、娱乐、温控以及行车信息个性化
监控等五位一体操作，同时通过语
音、触屏以及方向盘快捷键“三控”，
让消费者得以象使用智能手机一样
使用Jeep自由光上的这套系统。

同级唯一的增强型ACC自适
应巡航系统和增强型FCW前撞报
警预防系统，无论公路驾驶、极限
越野还是日常通勤，让Jeep自由光
都能象一个真正的“驾驶助理”，让
旅途更轻松，驾驶更安全，人车合
一不再是空谈。

(阿亮)

今年的七夕，你表白了吗？即
刻启程，和你的TA一起来加入君
威GS“真爱方程试”吧！在尽情试驾
GS之余，还有别克T军团真爱挑战
赛等你来PK，胜出者即可与GS一
起去牛郎织女的爱情发源地淄博
沂源寻访真爱，爱不爱，试了才知
道！本周六，别克T军团与你“约驾”
济宁，赶紧去展厅报名啦……

浓情八月

君威GS为你们见证真爱

爱意浓浓的七夕为热情如火
的八月夏日谱写了爱的序曲，无
数的恋人也因此情定八月，收获
了爱情的幸福与甜蜜。

浓情八月，与其躲在空调房
里幻想外面的精彩，不如约上心
中的TA，在君威GS“真爱方程
试”全国火热上演之际，一同走
出家门，勇敢地体验一次安全与

刺激兼具的“真爱”之旅，让GS
引擎的强力怒吼尽情引爆你从来
没有遇到过的新鲜驾驭体验，为
你们的真爱做一次有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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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过 再说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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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再心动

这就是你想要的君威GS

让人信赖的男人一定要有宽阔
的肩膀和一颗强劲的心，风趣和体
贴也必不可少，君威GS正是这
样。

2 . 0T SIDI智能直喷涡轮增压
发动机可谓同级最优秀的引擎之
一，这款曾荣膺“2012年沃德全
球十佳”称号的发动机，保证了
君威GS像男人一样为你输出源源
不断的动力，0-100km/h加速7 . 3
秒的速度为同级最快，再度树立
中高级车动力新标准。

在老款君威GS上就表现出色
的FlexRide自适应驾驶系统继续为
全新君威GS的底盘助力，能清晰
识别11种不同行驶工况，精准调
控悬挂，自动适应你想要的驾驶风
格，就像贴心的TA一样，时刻为你
而变。同时也可自主设定运动、标
准和舒适三种模式，享受“三车合

一”的驾驶乐趣。

本周六

别克T军团与你“约驾”济宁站

不止对君威GS情有独钟？喜欢
驰骋在赛道上的速度感？连续四场
的别克T军团“真爱方程试”挑战赛
已经蓄势待发，8月9日滨州站，8月
16日泰安站，8月24日济宁站，9月6
日淄博站，英朗GT、昂科拉与君威
GS一起等你和你的TA来PK。

活动现场，不仅提供刺激的
弯道体验试驾，还为到场的情侣
准备了精美的礼品和真爱迷宫的
互动小游戏，通过试驾和现场活
动的综合PK成绩，最终胜出的情
侣可以在活动结束后，驾驶GS去
牛郎织女的爱情发源地淄博沂源
去见证真爱，还等什么，本周六，济
宁站就要开赛了，抓紧去展厅报名
吧！ (陈颖)

BJ40大漠召集令 聚天下越野英雄

福福汽汽启启腾腾正正式式进进军军国国际际市市场场

谁谁是是4400万万元元区区间间SSUUVV““性性价价比比之之王王””？？
——— Jeep自由光2 . 4L

君君威威GGSS““真真爱爱方方程程试试””火火爆爆来来袭袭

万万人人空空巷巷抢抢北北汽汽 免免票票入入场场赢赢大大奖奖
——— 齐鲁车展“北汽之门”计划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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