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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低油油耗耗，，高高环环保保，，KK55混混合合动动力力车车来来烟烟台台啦啦
看，就那么落落大方地站在

那里，就已经吸引了众多的目光，
新能源K5混合动力车在大家期
盼的目光中落户烟台。

进口起亚K5混合动力车节
能、环保，2 . 0L排量，百公里6个
油，真真正正做到了用最少的
油，走最长的路，并且拥有超豪
华的配置、时尚炫酷的外观，打
造 这 个 夏 天 最 炫 酷 环 保 节 能
车。

新能源K5混合动力，车长
4825mm,宽1830mm,高1465mm，
2 . 0L排量，保留了起亚家族虎啸
式外观，原装进口整车，与之前的
普通车型相比，起亚K5混动版在

侧裙位置上增加了一些装饰条，
使得外观更加超然出众。尾部

“Hybrid”标识就是该车的身份象
征。轮圈采用了一款全新样式的
设计。K 5 混动版搭载了由N u
2 . 0L汽油发动机和永磁同步电动
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还应用
了制动能量回收系统和锂离子高
性能蓄电池。

在传动系统方面，与之匹配
的是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在动力
输出和燃油经济方面表现优异。
愈发简洁犀利的造型、舒适便利
的行车配置以及全方位安全配
备，成就了其高端卓越的原装进
口整车品质。2014年9月1日开始，

新能源汽车购车就免征购置税
了，“节能”、“环保”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重视。

即日起至9月30日，大兴进
口起亚专为公务员同志发起了
一场有组织、有计划的公务员购
车特惠行动，车展提前放价。只
要您是国家正式公务员，持身份
证、工作证或工作单位证明，即
可享受大兴全系车型进口车的
品质，国产车的价格，更有多重
惊喜等着您。广告做得再大也不
如优惠大，详询烟台大兴进口起
亚4S店。

地址：烟台市芝罘区机场路
206号

11 .. 33TT超超强强动动力力只只选选吉吉利利新新帝帝豪豪

新帝豪是吉利汽车三大品
牌合并后，启用新LOGO的第一
款车，也是真正与VOLVO技术
融合的第一款新车。新帝豪在品
质、工艺、造型、动力和车联网技
术等方面有了本质性的飞跃。

新帝豪搭载了吉利历经6

年精心打造的1 . 3T发动机，并
兼具涡轮增压技术、DVVT可
变气门正时技术、正时链条免
维护技术等。这款1 . 3T发动机
涡轮介入时间更早，大多数涡

轮增压发动机涡轮的介入转速
会在2200—2500转之间，这样的
介入时间更适合在高速上行
驶，而对于市区正常路况条件
下行驶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新
帝豪的这款发动机涡轮在1800

转时便开始介入工作，无论市
区还是高速，能更早地发挥涡
轮的作用。新帝豪1 . 3T发动机
最大功率 9 8 K W ，最大扭矩
185N·m，最高时速200公里/小
时。最关键的是最大扭矩发挥
更早，范围更宽泛。自然吸气发
动机的最大扭矩发挥一般会在
4000转以后，且仅限于该转速，
而新帝豪的发动机在2000转时
便可发挥最大扭矩，且在2000—
4400转内皆可保持最大扭矩，强

劲动力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
新帝豪油耗更低，手动挡百公
里综合油耗为5 . 7L，CVT无级
变速为5 . 9L，远低于其他车型。

车友试驾新帝豪之后表
示：“试驾了1 . 3T自动挡的，刚
开始以为会没力，但一开起来
我就发现我错了，虽然扭力跟
原来1 . 8L的差不多，但跟1 . 8L

的相比，1 . 3T的车最大扭力来
得早太多了，2000转就到最大
扭力了，所以动力方面，我感觉
非常不错。”

目前，吉利新帝豪已在烟
台富金吉利汽车旗舰店上市销
售，其售价为6 . 98万-10 . 08万
元，欢迎感兴趣的朋友前来体
验吉利新帝豪。

风行菱智闪耀车市

销量连续破万

MPV进入国内市场以来，长
年服务于中高级企业和政府公务
车客户，风行菱智也是这些传统客
户追捧的一款车型。但其在市场布
局上不断跳脱了普通MPV固守的

“针对中高级客户”的设计框架，一
次次将传统的MPV市场版图向更
宽广的范围扩展，显示了风行菱智
品牌在MPV市场开拓上独特的

“务实范儿”。
风行菱智曾率先推出了高性

价比的中级商务车菱智M5，将商
务车的排量减小到2 . 0L，价格上也
下探到10万元左右，开辟了全新的
兼用型中级MPV市场。2014款菱智
M5更是首次将中级MPV的价格
下探到8万元。随后，风行菱智又再
次破局MPV市场，掀起了针对基
层客户需求的小排量商务车普及
风暴。

面对预算有限的广大基层公
商务客户，风行菱智先后推出了被
誉为“小排量双雄”的2014款菱智
M3，它们兼具“黄金小排量”和“体
面大空间”两大优势，填补了5万-8

万元公商务用车的市场空白。1 . 6L

的2014款菱智M3为富裕个体业
主、中小企业、市县乡基层政府和
事业单位提供了豪华公商务用车。

“务实范儿”的客户定位，为风
行菱智奠定了月销过万的基础；

“领袖范儿”的产品设计，又让风行
菱智赋予MPV新的价值，从而成
为客户认可的MPV市场领袖车
型。

根据商务车客户的用车实际，
风行菱智将商务车单纯的接待功
能扩大到商务接待和商用载货兼
用的多功能，实现了公商务车的

“全能”。风行菱智M3不仅具有正
宗商务车血统，外观体面，空间还
灵活多变，载物能力比微客车型还
要强；另外，风行菱智的底盘设计
颇具功力，能应对山路、烂路和重
载；并且，风行菱智全系的省油设
计和领先业内的整车5年或10万公
里超长质保服务，全面满足了用车
量庞大、用车需求复杂的各级公商
务车客户在商务、商用方面的多重
需求。

凡是老车主，都明白销量连续
过万的风行菱智车型，在实际用车
时能提供的价值。对于用车量大，
维修保养费用高的商务车用户来
说，选择风行菱智，不仅能享受稳
定的品质，节省油费开支，还能消
除维修保养之忧，可谓“三全其
美”。

传传祺祺GGAA33SS荣荣耀耀上上市市

2014年8月16日，广汽传祺
GA3S上市团购会于烟台振洋

传祺店举行，团购会中GA3S

一经揭幕，即吸引了众人眼

球，这不仅在于其更加端庄大
气的外观，也在于其性能的优
化。

传祺GA3S车型中的“S”意
为“superior”。与现款GA3的特
殊格栅设计相比，新款GA3S采
用了更为常规的前栅格，使前
脸设计更显时尚。从现场展车
来看，新车换上了更常规的横
状前脸设计，贯通式的多边形
格栅搭配异型大灯，其整体设
计较现款GA3显得更耐看。与
此同时，新车的大灯加入了透
镜设计，精致度较现款GA3也
有所提升。新车还换上了尺寸
更大的双五幅轮圈，抛光的轮
圈设计紧跟潮流，带给车身更
多一份动感。新款GA3S的尾部

也略有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
红色的光导带尾灯，视觉效果
较现款GA3出色不少。

相对于车身外观，GA3S内
饰的变化不明显，更多的是材
质、配置上的提升。新车配备了
一键启动、中控大屏等诸多配
置，使GA3S更为吸引大众的眼
球。

上市会现场，客户对GA3S

好评不断，7 . 38万元的亲民售
价给GA3S的上市开了一个好
头。依靠都市时尚风格的造型、
全球顶级安全结构和配置，相
信传祺GA3S·视界的上市将刷
新人们对中级车的认知。

烟台振洋传祺店等待您的
光临。

景景逸逸XX55周周年年庆庆，，多多重重大大礼礼等等您您拿拿

8月24日，烟台万达将在展
厅举办“中国好SUV——— 景逸
X5周年庆”活动。景逸X5上市
一周年，为了感谢广大客户一

直以来对景逸X5和烟台万达
风行汽车的支持和信任，活动
当天为您准备了多重大礼，现
场还有精美礼品派送。现场豪

礼送不停，还有更多意想不到
的奖品等着您，朋友们赶快报
名吧。

景逸X5车型搭载“卡瓦
奇”涡轮增压发动机，拥有当前
10万元SUV中的最高动力标
准。不仅动力强劲，还将SUV

的油耗首次降低到轿车级标
准。景逸X5的最小离地间隙高
达205mm，这一数据比当前热
销 的 主 流 城 市 S U V 要 高 出
20mm左右，成为当前10万元
SUV车型中的最高标准，超高
的通过性可与专业级SUV相
比肩。同时，四轮独立悬挂系统
又让整车的稳定性和驾乘舒适
性达到同级最高水准。景逸X5
1 . 8T还配备了博世新版ESP系
统，这一系统以往只在城市

S U V 的 高 配 车 型 和 中 高 端
SUV中才得到应用。

另一方面，景逸X5为满足
消费者对高舒适性的需求，以
超大空间、高端人性化配置为
驾乘者打造了全方位的驾乘舒
适享受。景逸X5长4382mm，宽
1835mm，高1739mm，轴距长达
2690mm。造就了同级车型中最
宽敞的驾乘空间，驾乘者可以
自由选择舒适坐姿。全新的人
机工学座椅，包裹性和贴合度
一流，有效缓解驾乘疲劳，提升
舒适享受。景逸X5还搭载了
KESSY无钥匙进入及一键启
动、高级皮质座椅、豪华电动天
窗等高端配置，以人性化高科
技配置全天候保证消费者获得
全方位的驾乘享受。

起亚K5混合动力车与自然融为一体。

吉利新帝豪

传祺GA3S揭开面纱。

景逸X5动力十足。

风行菱智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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