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大众：0531-67775588

新桑塔纳，综合优惠1 . 2万元；
New Polo，综合优惠2 . 1万元；新朗
逸，综合优惠1 . 5万元；朗行，综合
优惠1 . 6万元；新帕萨特，综合优惠
3 . 1万元；新途安，综合优惠2 . 6万
元；途观，最高优惠5000元；凌度，
综合优惠6000元。

★北京现代：0531-86521666
1 .第九代索纳塔，17 . 48万元

起销售，置换补贴5000元，分期两
年免息。

2 .济南瑞和金达4S店开业在
即，众多车型特价销售：瑞纳6 . 39
万元起售；悦动8 . 28万元起售；ix35
14 . 78万元起售；ix25 11 . 98万元起
售；朗动9 . 68万元起售；全新胜达
20 .28万元起售；第八代索纳塔15 .19
万元起售；名图12.48万元起售。购车
更享“新店开业季”大礼包！

★东风日产：0531-87988688

阳光，现金优惠15000元；骊
威，现金优惠9000元；骐达，现金优
惠15000元；轩逸经典，现金优惠
15000元；新轩逸，现金优惠15000
元；新奇骏，现金优惠1000元+万元
礼包；新天籁，现金优惠17000元；

逍客，现金优惠19000元。
★吉利汽车：0531-87205199
1 .吉利EC8最高优惠2 . 2万元，

定车即送5880元世界钱币一套；2 .
中国品牌销量冠军，吉利新帝豪钜
惠5000元；3 .第一辆越野车首选吉
利GX7只要6万多，超高性价比，值
得拥有；4 .吉利豪情SUV，真正7座
大SUV，全家出游一车搞定，定车
即送5880元世界钱币；5 .特惠时间
有限，车型数量有限，活动火爆进
行中，先到先得。

★雷诺：0531-66583030
1 .雷诺贴心TOE服务(5年或

12万公里免费保养，含工时+材料)，
价值12000元；2 .购任意车型送一年
保险，价值7500元；3 .购任意车型送
精品配件，价值5000元；4 .购车即成
为VIP会员，享终身免费洗车。

★斯巴鲁：0531-66583030

购车享受车展价，全系车型均
可签订保价协议。

★三菱汽车：0531-66583030

广汽三菱新劲炫，首付仅需
2 . 58万元；东南三菱翼神竞速版，
12 . 38万元起售。

★长城汽车：0531-67775588

1 . 2015款C30，综合优惠2000
元；2 .哈弗H6运动版1.5T，综合优惠
3000元；3.哈弗H2，综合优惠3000元；
4 .2015款哈弗H5，综合优惠2000元；
5 .风骏6皮卡，特价车，仅限一辆，综
合优惠3000元；6 .哈弗H9，仅限一辆
特价车，综合优惠10000元。

★北京汽车：0531-67775658
1 .绅宝D20，优惠5000元，4 . 88

万元起售；2 .绅宝D50，最高钜惠
15000元，抄底5 . 98万元起售；3 .绅
宝D70，全系震撼8折销售；4 .绅宝
X65，新车上市，交3000元抵5000
元；5 .北京BJ40，最高优惠3000元。

★奇瑞汽车：0531-67775556
1 .瑞虎5，现金优惠4000元+

1000元工时券；2 .新瑞虎3，现金优
惠4000元+1000元工时券；3 .新款
E3，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1000元
礼包+500元工时券；4 .艾瑞泽3，
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1000元礼包
+500元工时券；5 .老款艾瑞泽7，现
金优惠8000元+1000元工时券；6 .
新风云2，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
2000元现金+500元工时券；7 .新
QQ，现金优惠4000元。

★天津一汽：0531-67775688

1 .夏利N7，46500元，部分车型
享受惠民补贴3000元；2 .威志V5，
52900元，部分车型享受惠民补贴
3000元；3 .夏利N5，44900元，部分
车型享受惠民补贴3000元；4 .骏派
D60，64900元，购车享受1000元精
品礼包。

★一汽佳宝：0531-67775688
1 .森雅S80，59900元，置换享

受补贴2000元；2 .佳宝V77，31900
元，置换享受补贴1000元；3 .佳宝
V70，27900元，购车即可享受500元
精品礼包。

★长安汽车：0531-67775551

致尚XT优惠3000元；睿骋优
惠 1 . 5万元；逸动优惠 6 0 0 0 元；
CX20优惠4000元；悦翔V5优惠
5000元；奔奔mini优惠4000元.

地址：济南市长清区刘长山路
与平安南路交汇处东行500米

公交出行：172路(腊山立交桥-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

扫二维码
了解路线

由银座汽车冠名的2015齐鲁
春季车展直播间将于4月9日-12

日亮相春季车展高新展馆。作为
齐鲁晚报、齐鲁晚报网、齐鲁晚报
车友之家等媒体的车展采访区
域，将在四天的车展期间对参加车
展的厂商负责人和企业代表进行
现场专访。借助直播间内的直播、
导播和编辑设备以及无线通话等
技术设备，齐鲁车展直播间将为
每一位受访嘉宾提供轻松愉悦的
直播环境，同时也为广大网友呈
现更加全面生动的车展报道。

冠名企业介绍

山东银座汽车有限公司自
1999年涉足汽车行业以来，始终
坚持“服务创造价值”的经营理
念，与通用、大众、福特、奥迪、本
田、马自达、三菱、雪铁龙、菲亚特
等国际知名品牌合作，共同开发
山东市场，多个品牌销量连续多
年位列山东第一位，先后荣获“全
国汽车营销服务十大标杆企业”、

“中国汽车服务公众满意十佳典
范品牌”、“全国汽车销售服务公
众满意十佳明星企业”、“中国汽
车流通行业服务模式创新企业”、

“中国汽车流通行业杰出贡献
奖”，并连续多年位列中国汽车流
通企业100强，多次被评为“山东
省消费者满意单位”、“消费者最
满意汽车销售集团”、“最具竞争
力汽车销售集团”，是山东省首家

“J.D.Power卓越经销商”、亚太地
区Quality Care认证企业，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月9日至12日，一汽马自达本
年度最给力购车盛宴尽在2015齐鲁
春季车展。届时，一汽马自达将携全
系车型盛装亮相。此次车展不仅可
以享受一汽马自达厂家带来的团购
优惠政策，更有强大的首发阵容：一
汽马自达新一代全球旗舰级产
品——— 阿特兹驭世驾临本次车展；
2015款马自达6巅峰上市，无敌自动
挡车展特惠仅需12 . 98万！现场更
有百万微信红包等你来抢！今年第
一次优惠幅度最大的车展不容错
过！欢迎莅临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进门左拐西展厅一汽马自达特
装展位。

近来，国内外各大足球赛事激
战正酣，国内足球气候升温，大众的
热情空前高涨。场上，速度、控球、防
守皆强的全能球员挑拨起球迷激
情，但却凤毛麟角。而竞争激烈的中
高级运动轿车市场，加速、操控、安

全皆出彩的车型同样寥寥无几。但
阿特兹的全能优异表现尤为亮眼，
来共睹运动王者——— 阿特兹的卓越
表现吧！

如贝尔般凌厉的速度

“把球传给三秒后的自己”是前
锋贝尔的真实写照。阿特兹有着贝
尔般迅如疾风的身影，魂动设计让
阿特兹惊艳，流线型车身造就0 . 27
超低风阻。创驰蓝天发动机虽有13：
1高压缩比，但可使用93#燃油，且
燃油经济性提高15%。创驰蓝天变
速箱不仅直接、平顺，且换挡迅捷，
提升锁止范围使燃油经济性再提升
7%。加之搭载i-STOP、i-ELOOP系
统，2 . 5L车型实现百公里加速8 . 3
秒，最低油耗6 . 9升的惊人成就。

像皮尔洛一样精湛的控制

球迷用“手术刀”形容皮尔洛这

位中场大师的精湛控球技艺。正如
阿特兹给驾驶者的密切配合、随心
而动的驾驶感受，这种“人马一体”
的感受来自创驰蓝天底盘。经过改
良的麦弗逊前悬+多连杆后悬，提
升了低速灵活性，高速稳定性，实现
37米刹车距离，抑制了制动点头，实
现操控与舒适的高度均衡。

与席尔瓦同样坚不可摧

坚不可摧的世界第一后卫席尔
瓦是最稳定后防铁闸。阿特兹的安
全防护同样无懈可击，创驰蓝天车
身60%采用高强度钢，通过胶焊工
艺，车身刚性提升30%，前后保险杠
钢梁使用1800MPa超高强度钢，使
安全更出色。

创驰蓝天带来了阿特兹的巨大
提升，打造出中高级运动轿车全能
型选手。正如足球评论员詹俊所言：

“如此全能明星，怎能不爱！”

济南明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经十西路28480号
销售热线：0531-87505199

山东新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60—6号
销售热线：0531-88556888

阿阿特特兹兹领领衔衔 一一汽汽马马自自达达齐齐鲁鲁车车展展百百万万钜钜惠惠

银座汽车齐鲁车展

直播间即将亮相

齐齐鲁鲁汽汽车车广广场场：：买买车车最最高高补补贴贴22000000元元

4月1日起，十届车展销量冠军
--上海大众汽车携重磅惊喜迎齐
鲁春季车展。抄底价热门座驾、限
量版特价车型、微信刮刮乐、拼手
气红包、360°无忧购车计划等多
重惊喜以全省联动之势缤纷来袭，
志在为消费者带来一场意想不到的
钜惠盛宴。

69800元起售
热门车型打破价格樊篱

在过去一年里，New Polo焕
新升级，绚丽车身及升级配置再度
提升用户体验；新桑塔纳销量逾30
万辆，真品质深入人心；朗逸家族
各成员魅力愈显，48万辆年销量使
其成为A级车市当之无愧的销量之
王。车展前后，New Polo、新桑

塔纳69800元起售，新朗逸105800
元起售，朗行103800元起售，巨幅
让利再度降低购车门槛，心仪座驾
触手可及！

最高优惠2 . 8万元
更有多款特价车限量推出

本次车展，上海大众汽车将有
十款车型亮相展区，除以上提到的
抄底价起售版车型，还有帕萨特、
新途观、途安等其他经典系车型及
上市不久的首款轿跑--Lamando凌
渡。其中，帕萨特最高优惠2 . 8万
元，途安最高优惠2 . 5万元，新途
观最高赠送价值1万元的礼包，凌
渡最高赠送价值5千元的礼包。另
外，上海大众汽车还推出了多款限
量版特价车，空前让利，绝对让你
大呼意外。

8000元置换金/ iPhone 6/
3000元节能补贴
全方位钜惠

针对车主多样化购车需求，上
海大众汽车还推出全方位无忧购车
计划。置换购车，最高可享8000元/
台优惠；信贷购车，可享1年0利率，2
年/3年低利率信贷优惠；部分车型
购车，免费获赠内后视镜行车记录
仪或iPhone 6；节能惠民补贴车型
购车，享3000元/台优惠；以上钜惠，
即日起省内所有上海大众汽车4S
店同步可享。

100%中奖惊喜
微信平台互动享多重好礼

购车有惊喜，赏车也有惊喜！车
展期间，上海大众汽车展区将面向全

体赏车人员推出互动好礼：关注“上
海大众山东公众平台”，即可在活动
现场参与微信刮刮卡活动，百万彩金
一起来刮！指定时间到上海大众展
区，还可参抢手气红包，幸运礼金满
天飞！活动时间以外，所有平台粉丝
还可随时参与“上海大众山东公众
平台”推出的积分兑换礼品活动，微
信回复“互动手册”，即可了解积分
累积详情，原厂车模、蓝牙音响杯、

投影键盘等精美礼品等您来拿！
十届销量冠军，车展千万让利！

齐鲁春季车展上海大众展区，惊喜
与您一一揭晓！

扫描右侧二
维码，关注上海大
众山东公众平台，
时刻为精美礼品、
百万彩金、手气红
包准备着！

NNeeww PPoolloo、、新新桑桑塔塔纳纳66 .. 9988万万元元起起售售
——— 上海大众汽车重磅惊喜迎齐鲁春季车展

到齐鲁汽车生活广场买车，额
外可享800元-2000元不等现金补
贴。自3月21日启动的“全民购车
季”活动，在短短一周时间里，就成
功达成订单30多个，近10人领取到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额外送出的补
贴。目前活动仍在进行中，许多汽
车品牌新店开业，专属优惠政策均
比肩车展价格，详询各经销店。

活动品牌：

上海大众、北京现代、东风日

产、长城汽车、斯巴鲁、雷诺、三菱、
吉利汽车、长安汽车、天津一汽、一
汽佳宝、纳智捷、奇瑞汽车、北京汽
车、东风风行、海马汽车、进口标致
雪铁龙、平行进口车。

补贴政策：

此次活动以车型成交的价格
区间分为四个补贴金额，其中：车
型售价7 . 99万元以内，补贴800元/
车；8万元(含)-17 . 99万元，补贴
1000元/车；18万元(含)-29 . 99万

元，补贴1500元/车；30万元(含)以
上，补贴2000元/车。具体车辆价格
以发票开具价格为准。

活动流程：

(1)订单提交阶段
自2015年3月21日起，消费者

在齐鲁汽车生活广场内经销店购
车后，由经销店销售人员引导至园
区综合服务楼处，提交购车订单、
本人身份证复印件两样信息，即可
完成此次活动的第一步——— 留取

补贴凭证。
(2)现金补贴阶段
自2015年3月28日起，至2015

年5月31日，每周末(周六、周日)
9：30-16：30期间，将在齐鲁汽
车生活广场内进行补贴发放。已
经留取补贴凭证的消费者，由经
销店销售人员带领车主提供以下
材料：购车发票或行驶证、车主
身份证，驾驶新车至齐鲁汽车生
活广场内，现场拍摄交车照片，
即可领取对应补贴。

优惠专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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