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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31日讯（张永
森） 夏季车展为您激情送
爽。由齐鲁晚报主办的济南
第二届夏季车展将于6月16
日—17日在济南高新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车展不仅为市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购车优
惠，更让消费者在一个舒适
凉爽的环境中欣赏一场汽车
盛宴。

6月份为汽车传统的销
售淡季，夏季车展旨在打破
这一淡季销售魔咒，实施精
准订单营销，方便消费者的
同时为经销商搭建一个更好
的平台，让购车选择更轻
松，体验更便捷。组委会介
绍，本届夏季车展不仅吸引
了宝马、奥迪、长安福特、
北京汽车、哈弗汽车、上汽
大众、吉利汽车、广汽丰
田、一汽马自达、一汽丰
田、斯柯达等几十家主流汽
车品牌、更有几百款热销车
型任您挑选。

今年各品牌经销商借车
展机会纷纷推出颇具吸引力
的优惠政策，举办的活动也

更加“走心”，以更优惠价
格回馈消费者，注重体验式
营销给消费者带来的购车乐
趣。对面临销售淡季考验的
厂家及经销商来说，降价优
惠礼包赠送等促销方式赢取
销量已成惯用的手法。有业
内人士表示，销售淡季在厂
家下调价格、经销商极力推
出更多优惠的利好环境下，
不失为购车良机。

为更好地回馈消费者，

组委会还准备了精彩的娱乐
互动项目和丰厚的礼品：每
天凭预定门票到场前500名
可领取惊喜礼品一份，订车
客 户 可 参 与 抽 奖 活 动 ，
100%有礼可得。液晶电视
机、车载冰箱、折叠自行
车、空气加湿器、行李箱、
蒸锅套装等超值大礼等您来
拿。6月16-17日来济南高新
国际会展中心，给你一个超
乎想象的全新室内车展。

5月26日，吉利全新远
景“遇见幸福-远景四季游
全家总动员”抵达莱芜站，
活动在莱芜香山景区举行。
活动由鑫泰吉利与鑫泰超吉
联盟俱乐部共同组织，本次
活动得到众多车友响应，10
余家媒体也受邀赶到现场，
感受远景幸福的奇妙之旅！

身为中国品牌轿车的经
典车型，远景历经6代产品
更迭、积累超过百万用户口
碑，奠定下“国民幸福家轿

第一品牌”的地位。2017年
11月上市的全新远景是吉利
汽车秉承“以用户为中心”
核心理念，迎合用户年轻
化、用车需求品质化的变化，
为精明务实、追求时尚品质
的85后新城市进取青年，倾
力打造的“品质幸福家轿”，
以显著提升的整车和细节品
质感、科技感，为目标消费
群体创造更高的价值。

随着全新远景“四季
游、全家总动员”系列活动

在全国多座城市陆续展开，
全新远景将迎来更多的用户
及其家庭，共同走上追寻幸
福、让幸福更具品质的道
路。

(戚淑军)

5月2 4日至2 7日，2 0 1 8
MINI东区体验之旅在浙江不
舍·野马岭中国村隆重举办，与
来自上海、江苏和山东的近120
位MINI粉丝一同开启了一段独
属于MINI和极富创造力的驾驶
旅程。通过品牌体验以及丰富
的试驾环节，为来宾淋漓尽致
地展现了一场人与车，人与自
然的完美体验。在超过半个世
纪的历史中，MINI品牌一直与
时代精神紧密相连，创造出引
领当今世界潮流的品牌形象。
它早已不仅仅是一部汽车，一
个品牌，更是一个文化符号，
一种生活方式。

在风景试驾与越野试驾环
节，来宾驾驶新一代M IN I
COUNTRYMAN行驶于被誉为

中国最美省道的试驾路段，在
欣赏到绝美江南风景的同时，
体验了富有挑战性的越野项
目。新一代MIN I COUN-
TRYMAN配备的全新ALL4智
能四驱系统对于驾驶条件的变
化能始终保持快速且精准的响
应，表现出全新的以牵引力为
核心的操控性能，展示了越野
性能的全面提升。

(郭书梅)

5月27日，由东风风行举
办的“约战潘玮柏 挑战半
价购——— 全新景逸X5全国
试驾挑战赛山东区域总决
赛”在济南落幕。来自山东区
域的主流媒体，以及山东地
区的23名决赛选手齐聚一
堂，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

最终，来自济南智逸的
最强战队获得了冠军，德州
润通的润通战队获得了亚
军，济宁鸿斌的鸿通战队获
得了季军，冠军战队以及亚

军战队将代表山东地区参加
全国总决赛。试驾挑战赛战
进行的同时，现场也开启团
购模式，优惠的购车政策，
现场订车礼与抽奖奖品，让
客户享受到了订车与中奖的
双重喜悦。

作为东风风行2 . 0时代
的精品代表作，全新景逸
X5不仅具备高颜值、高品
质、高可靠、高智能的“四
高”优势，更拥有形象代言
人潘玮柏赋予的“年轻活

力”，而在外观、舒适、驾
乘感受等方面更是符合广大
车友“严选一部好车”的标
准，令现场媒体和消费者倍
感兴趣。 (戚淑军)

5月26日，江西五十铃旗下
皮卡全新铃拓在济南上市。新车
推出四款车型，包含两驱和四驱
版本，并提供7种车身颜色，官方
售价11 . 68万-14 . 68万元。作为
家族全新旗舰皮卡，铃拓秉承五
十铃百年匠心，基于全球化高端
合资皮卡D-MAX同平台打造
而成。作为一款合资高端皮卡车
型，铃拓的内饰设计保持了豪
华、舒适的理念，同时全系标配
了ABS+EBD+BA、倒车雷达、预
紧式安全带等多项安全配置，高
配车型还提供了多功能真皮方
向盘、倒车影像、7英寸中控彩色
大屏，支持蓝牙、车载电话以及
GPS导航等诸多功能。铃拓搭载

全球知名的意大利VM2 . 5T涡
轮增压发动机，与之匹配的是德
国格拉克特6MT变速箱，换挡
平顺且兼顾燃油经济性。作为江
西五十铃五年磨一剑重磅打造
的高性价比合资车型，铃拓的上
市标志着江西五十铃跨入一个
崭新的阶段，开创中国皮卡市场
新格局！ (陈颖)

5月26日，济南大亚宝
骏家用6座车-宝骏360在济
南鸿腾国际大酒店上市。作
为一款全新家用车型，宝骏
360采用了2+2+2的6座设计，
并搭载1 . 5L自然吸气发动
机，根据不同配置分为5款车
型，售价5 . 68万-7 . 58万元。

宝骏360以超值价位和
实用性成功的俘获消费者的
心，它更全面地考虑到个人
使用和家庭需求的用车平
衡。2+2+2的六座布局是宝

骏360的核心亮点。紧凑车
身 尺 寸 4 6 1 5 × 1 7 3 5 ×
1660mm，2750mm的轴距，
为三排乘客都提供了充裕的
乘坐空间；座椅设计方面，
宝骏360座椅选用知名供应
商，二排独立座椅乘坐舒
适，又具备诸多贴心便捷的
功能，乘坐更舒心；不仅如
此，年轻时尚的外观设计，
经济实用的车辆性能，充分
考虑年轻家庭的选择偏好。
动力方面，宝骏 3 6 0搭载

1 . 5L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
功率82kW(112Ps)，峰值扭
矩146 . 5Nm。传动部分，与
之匹配6速手动及5速AMT
变速箱。 (张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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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0 日 ，全 新 保 时 捷
Cayenne“驭·见之旅”在上海保
时捷体验中心举行。作为全球最
受欢迎的豪华 SUV，保时捷
Cayenne始终致力于为驾乘者提
供独有的驾驭体验。2018年，第
三代Cayenne车型正式登陆全国
经销商网络，以出色的操控性能
和卓越的运动性能，诠释了“豪
华SUV中的跑车”的独特定位。

为了充分体验全新保时捷
Cayenne的不凡魅力，本次“驭·
见之旅”登陆上海保时捷体验中
心。嘉宾们驾驶全新Cayenne在
丰富的模块区域体验车辆的卓
越操控和澎湃动力，在越野赛道

上，全新Cayenne的全地形越野
能力亦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保时捷跑车品牌发展的70
年间，保时捷秉承“Intelligent
Performance”的卓越理念，锐
意创新，不断进取，旨在为全
球跑车爱好者提供卓越性能与
非凡效率于一身的完美跑车，
同时提供完整的保时捷专属用
车体验。 (杨美玲)

5月20日，由济南智逸5S
体验店主办的“新有0息，劲
享全能”东风风行 7座家用
SUV试驾团购会在济南生活广
场盛大举行，上百名东风风行
准客户体验东风风行家用7座
SUV的产品魅力。

当天试驾的主角是东风风
行2 . 0时代的精品代表作全新
景逸X6，是7座家用SUV的其中
一款车型，不仅具备高颜值、高
品质、高可靠、高智能的“四高”
优势，更有低油耗、低噪音、低
气味的“三低”特征。本次终端
试驾体验，在活动中设置了S弯

道、8自绕桩、U形弯、百米加
速等环节，让大家能零距离体
验全新景逸X6酣畅淋漓的驾驶
及操控乐趣。

活动下午2点正式开始，
由于东风风行准车主们的高涨
热情，从中午开始便有风行品
牌的支持者到场，提前引爆现
场氛围。活动期间采取现场公
布当日优惠政策，且仅限当日
有效的优惠方式，为到场的风
行支持者们提供本年度最低的
购车价格和礼包优惠，以答谢
东风风行新老客户长期以来的
支持与厚爱。 (林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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