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区域首次专业汽
车飘移赛

据悉，本届汽车飘移赛为第
一届，也是济南区域内首次举办
此类赛事。汽车飘移起源于日
本，后来逐步扩展到欧美等地，
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被观众热
衷。公众所熟知的《头文字D》、

《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等，都是
注重对汽车飘移的演绎。随着国
内汽车市场的兴起，与其他汽车
类赛事相比，飘移赛因拥有极强
的观赏性，关注度越来越高。

此次比赛是汽车飘移项目
在济南的第一次专业赛事。采用
场地赛的形式，为观众呈现一场
惊险刺激的视觉盛宴。在赛事现
场，不仅能看到单车飘移，还有

“双车对飘”的精彩表演。主办方
介绍，大赛今后将不定期进行，
力争办成具有较高影响力的赛
事。

本届汽车飘移赛报名日期
为11月1日-15日，设冠亚季军三
个奖项，分别给予最高2000元不
等的奖金。活动共招募车队24
支，目前已有十余支车队报名参
赛。余位有限，报满为止。

观赏性强！现场感受“轮
胎尖啸”

大赛组委会介绍，24日举行
的排位赛，将在24支车队中一一
展开。车手驾驶车辆沿预定路线
进行加速、飘移，现场对车辆与
车手在行驶速度、是否最大限度
接近弯心等方面进行考量。起始
分值为100分，裁判根据车手表
现，在各个环节以扣分方式评
分，最后累加分值为排位赛得
分。排位赛得分将决定第二天的
比赛顺序与对手。

在决赛日，根据排位赛确定
的名次与顺序，进行两两对决，
最终决出比赛胜者。据介绍，这
也是此次大赛最精彩之处。参与
比赛的两车先后发车同时飘移，
共进行两个回合并互换位置的
方式进行。除了排位赛的评定规
则外，还需考虑车辆的车速、线

路、贴近角度和模仿相似度等决
定分值高低，同时，超车、打转、
碰撞、事故避免和车手行为也将
成为参考因素。

紧张刺激的比赛，带来的不
仅是视觉上的享受，同时还有

“轮胎尖啸”，在听觉上也是一场
不容错过的盛宴。

另外，由济南骁耀文化组织
的潮流汽车派对将在赛事期间
进行，活动现场将有数十辆潮流
车辆进行统一展示。如果您是潮
流汽车的一份子，不妨加入到这
场活动中，现场车主之间不仅能
进行交流互动，同时还可进行飘
移体验。

地址：齐鲁汽车生活广场试
车场 (济南市长清区平安南路
5666号)

驾车：地图导航“齐鲁汽车
生活广场”

公交：K141路、K172路(齐鲁汽
车生活广场站)

近日，济南市城市公共客运
管理服务中心向易到用车颁布
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
证》，易到用车获济南市运营许
可。

据了解，《济南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
则(试行)》今年2月1日起实施。
网约车企业在济南申请办理经
营许可证，需要在当地依法设立
分支机构，具备线下服务能力。
易到用车负责人称，易到用车向
济南市交管部门提交审核材料

后，积极配合各项审核工作。经
过主管部门严格审核，易到用车
各项指标均符合要求顺利过审，
并于近期获得济南市《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

易到用车方面表示，将通过
开展网约车司机培训等活动，确
保平台、驾驶员、车辆严格执行
当地网约车新政。未来，易到用
车将在运管部门的监管和支持
下深化运营管理，推动济南车主

“持证上岗”，实现平台、司机和
车辆三位一体全面合规化，为当

地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易到用车是国内最早的网

约车平台，目前业务覆盖190余
座城市，拥有4000万用户和600
万车主。此次获得济南网约车牌
照，是继青岛、威海、潍坊、日照、
烟台、枣庄后，易到用车在山东
省获得第七张网约车牌照。

另据悉，易到用车将与济南
多家新能源车企合作，推进城市
网约车向绿色低碳方向发展，并
为市民提供绿色出行服务。

(张永森)

易易到到用用车车获获济济南南市市网网约约车车牌牌照照

玩玩飘飘移移就就来来22001188济济南南汽汽车车飘飘移移赛赛
时间：11月24日-25日 地点：齐鲁汽车生活广场

由齐鲁汽车生活广场主
办、济南FR-DRIFT飘移俱乐
部协办的2018济南汽车飘移
赛开始报名啦！大赛将于11
月24日 (排位赛)、25日 (总决
赛)在齐鲁汽车生活广场试
车场举行，共有24支参赛车
队参与角逐。目前，车队报名
正在紧张进行中，报名咨询
电话18678875533，余位有限，
报满为止。

11月1日-2日，长安福
特“倍享幸福——— 品味睿
生活”新福睿斯媒体试驾
会在天津举行。作为基于
福特汽车全球中级车平台
打造的全新车型，新福睿
斯为消费者提供了福特
EcoBoost 125涡轮增压发
动机和全新的1 . 5升T i -
VCT 发动机两款动力选
择，并配备了6速自动变速
箱和新型6速手动变速箱，
通过对发动机启停技术及
AGS进气格栅主动关闭系
统的应用，实现了百公里
综合工况5 . 6L的超低油
耗。

设计方面，新福睿斯
承载新典范家庭“睿智”
的生活美学追求，以乘坐
空间为基础，新车车身轴

距达2687mm，带来同级
领先的空间表现，通过座
舱布局和座椅设计优化，
为前后排乘客带来更加宽
敞的空间。科技配置方
面，新车搭载智能无钥匙
进 入 系 统 、 “ F o r d
Power”智能无钥匙动力
启动系统、8英寸智行多媒
体导航系统、自动防眩目
内后视镜、主驾电动座椅
记忆功能、外后视镜记忆
功能、自动开关前大灯功
能、感应式雨刮、自动恒
温空调、PM2 . 5高效空气
过滤器等配置。安全方
面，新福睿斯车身大面积
使用高强度钢，在保证车
辆强度的同时减轻车身重
量。除前排双安全气囊和
侧安全气囊之外，新福睿
斯还配备侧帘式安全气
囊。同时，新福睿斯全系
标配ESC电子稳定控制系
统、HSA坡道辅助系统等
多项安全系统，并配备胎
压监测系统等，为家人提
供更全面、出色的安全保
障。 (张永森)

新新福福睿睿斯斯媒媒体体试试驾驾会会天天津津举举行行

李李宇宇春春李李荣荣浩浩助助阵阵，，广广汽汽三三菱菱奕奕歌歌上上市市

11月6日，广汽三菱潮流车
型奕歌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上
市，全系共推出青春、无畏、
梦想、信念、真我五个版本，
官方指导价12 . 98万-18 . 58万
元 ， 力 证 “ 新 主 流 实·尚
SUV”实力。现场还吸引了歌
手李宇春、李荣浩和知名主持

李锐，及樊登读书会创始人樊
登助阵。

传承三菱百年造车基因，
奕歌搭载了三菱汽车最先进的
4B40(1 . 5T)双喷射涡轮增压发
动机，匹配原装进口的三菱
INVECS-III CVT变速器，兼
顾强劲动力和节能环保，奕歌
还搭载了三菱独家的S-AWC超
级全轮控制系统，以及前麦弗
逊式独立悬架+后四连杆式独立
悬架的专业级SUV底盘技术，
为消费者带来非凡驾趣。

产品配置上，奕歌展现出
越级的智能安全和价值魅力，

不管是常见于豪华车的HUD抬
头信息显示、8英寸悬浮式中央
显示屏、7大安全气囊、座椅加
热、全景天窗等高端配置，还
是360°全景影像监控系统、
ACC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FCM前方碰撞预防辅助制动系
统等实用功能，都给了年轻消
费者快意驰骋、跨越局限的信
心。

伴随12 . 98万-18 . 58万元售
价的公布，奕歌进军车市的
“征程”被全面激活，将有望
成为继欧蓝德之后又一爆款车
型。 (戚淑军)

11月3日，全新传祺
GS5在济南区域上市。新
车共带来9个版本6种颜色，
售价区间10 . 98万-16 . 98
万元。悦享新生，感恩回馈，
全新传祺GS5更带来“2年0
利率”专属金融礼遇以及
“整车三年或十万公里免
费保修政策”。

作为广汽传祺新十年
的首款产品，全新传祺
GS5以驾控与舒适的极致
均衡新进阶为核心优势，
定位为“新世代驾享先锋
SUV”，全新传祺GS5搭
载传祺全新1 . 5T GDI高
性能发动机，最强功率达

1 2 4 K W ， 最 劲 扭 矩 达
265N·m。匹配最新一代
爱信6速液力自动变速器，
动力强劲顺畅且达到国六
排放标准，兼顾节能环
保。采用前麦弗逊独立悬
挂和后四连杆独立悬挂，匹
配美国天合第三代EPS转
向助力系统，带来0 . 088秒
灵敏转向以及34 . 77m同级
最短制动距离。

全新传祺GS5以最新
2018版C-NCAP五星标准
打造，乘员舱高强度钢占
高比95%，更是同级唯一
应用6项行人保护技术的车
型。FWC前碰撞预警功
能、AEB主动制动辅助系
统、SVM 360度全景影像
和LKA车道偏移控制等十
项主动安全装备，让全新
传祺GS5全方位超越合资
竞品，保障出行安全。

(张永森)

全全新新传传祺祺GGSS55济济南南区区域域上上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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