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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车市

6月18日14：00东风标
致408限时抢购优惠风暴将
在山东泰通隆重举行，本次
共有408现车23台，购车最
高优惠可达10000元，这是
标致408自从上市以来，优
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但因数
量有限，售完即止，所以请
关注408的客户不要错过此
次机会，另外，购车客户如
果拥有教师证，凭证购买还
可再享2000元专项支持。

标致408作为一款实用
型家庭轿车，凭借优雅外
观、大尺寸空间、五星级安
全等高性价比优势，自上市
以来迅速成为中级车市场炙
手可热的车型。全面超越同

级别车型的安全理念和科技
配备使408更加契合了“幸
福家庭理想车”的定位。自
2010年初全球首发以来，大
气稳重的造型、精细的内饰
工艺、富含乐趣的驾控让
408在白热化的中级车市场
迅速腾飞，而宽阔的内部空
间和坚固的6+X安全系统更
令其受到很多三口之家的青
睐。

对家庭而言，成员安全
最为重要，是一切幸福感的
基础。2011年初，东风标致
408在C—NCAP碰撞测试中
荣膺五星佳绩，分数位居同
级欧系集团首位。而在408
的理念中，囊括预防、主

动、被动、儿童、防盗、行
人等六大方面，安全仍然无
止境，著名的6+X安全体系

由此诞生。正是孜孜以求、
矢志完善的信念，使得408
谱写了一个值得信赖的幸福

方程式。
东风标致408的空间舒

适感及安全性能均超越同级

市场水准，在4 . 68米车长、
2 . 71米轴距的越级尺寸充分
满足乘坐舒适感之余，更拥
有细致周密的坚固防线，堪
称一款为幸福家庭量身打造
的车型。让家人享在一起，
还要乐在一起。

抢购会时间：6月18日14：00

山东泰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山东泰通：0531-83152888

86308666
地址：济南二环西路68号
段店展示厅：0531-83151111
地址：济南经十西路66号
北园直营店：0531-83168889
地址：济南北园大街65号

SUV的城市化，使其在
都市越来越受到了欢迎。使
得城市SUV更趋完美。奥丁
(Odin)，北欧神话中的诸神
之神，地位相当于希腊神话
中的宙斯。正如“帕拉丁
(Paladin)”这个名字源自罗
马大帝查里曼手下的十二圣
骑士。这是郑州日产在帕拉
丁平台上开发的一款更具城
市化的中级SUV，作为同胞
弟弟，奥丁可以看成是帕拉
丁的产品延伸。

“奥丁”与帕拉丁共线
生产，共享一个平台，从帕
拉丁那里继承到了阶梯式车
顶、下部梯形车架，以及日
产独有的吸收碰撞能量车身

等。奥丁内饰的风格大部分
采用了帕拉丁的设计，整车
内饰有浅色、深色两种，做
工精细。作为一款城市型
SUV，奥丁与帕拉丁相比增

加了更多的安全性配置和便
利性配置。电子式ABS和刹
车系统、司机侧气囊、倒车
雷达、电子四驱转换，以及
带MP3的CD音响系统、遥

控门锁、电动门窗、电动后
视镜、多功能仪表盘和电子
式罗盘，读取数据更加方便
准确，可调方向盘为四幅设
计，手感都更佳，人体工程
学座椅，更加安全舒适。

郑州日产与润华集团合
作的济南首家4S店即将在济
南市高新区宏张开业。迎酷
暑，送大礼，润华天旭倾情

回馈广大奥丁爱好者，现推
出“奥丁，NV200尊贵车型
无底价促销”活动。所有现
车突破成本，劲爆价销售。
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详情咨询：润华郑州日产·
润华天旭4S店
销售热线：0531-88828777
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世纪
大道西首

父亲节购车好机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男人

对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越来
越重要。在这个特殊的节日
里他们都希望能犒劳下自
己。而车对男人有着致命的
诱惑，因此，买一台车送给
自己将会是一个不错的选
择，同样也是送给家人最好
的礼物。“父亲”这个词就
意味着成熟、稳重，责任，
关爱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是
家里的顶梁柱。因此，他们对
家轿的要求也更加实用，作
为父亲的你，不妨选择这个
机会，给家庭生活增添几分
色彩。从山东世通全球鹰汽
车4S店了解到，本周六、周日
购置全球鹰远景任一款均可
享受进价销售，最大优惠幅
度10000元，店内有现车，这
样的机会可是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
五万元区间唯一配置三屏家
庭影院的车

远景的发动机是这款车
的最大卖点。它是首次国人
自主研发的CVVT发动机，
拥有全铝缸体并采用了塑料
进气管。CVVT技术的应
用，有效的降低了油耗而动
力上却有显著的提升。远景
的发动机舱布线较为整洁。
远景的全铝发动机，比传统
的铸铁缸体重量猛减30%
(112KG左右)，压铸铝合金
曲轴箱结构，降低了发动机
噪音，同时大大提高了缸体
结构的刚性。在发动机支座
上采用液压悬置，降低了发
动机的振动和噪音，提高了
驾驶舒适性。更是五万元区
间唯一配备三屏家庭影院的
车，大大提高了远景的性价
比，引领性价比基准新典
范。
0手续费0利率，日供38元，
献礼泉城

远景在中高级车市场的
一路领跑，无疑将泉城整个

中高级车市的热度带动起
来，消费者也将更多的关注
度投向这里，为回馈泉城车
市的厚爱特推出最低首付
15800元，0利息，0手续费，免
担保，日供38元的按揭购车
优惠套餐，力争以最大优惠
让利消费者。
济南世通全球鹰汽车4S店
地址：济南市经十路31210
号(经十路最西)
网址：www.stauto.net
经十西路店：
87292222 87982086
匡山店：85609288
工业北路店：88674567
商河店：86655707
济阳店：83143999
章丘店：83213172
平阴店：87883333
长清店：87205199
工业南路店：88980666
二手车置换热线：

13306410108
保险客服热线：87292206

6月25日，和悦RS宜家
系列上市活动暨幸福家庭运
动会泉城济南隆重开幕。届
时和悦RS宜家系列以6 . 58-
7 .48万元的价格正式上市。
此外，据金天易江淮4S店
的经销商透露，当日订车的
客户还可享精美自行车一
辆。据了解，和悦RS宜家
区域上市盛典举办的同时，
为了让更多的车主和消费者
参与其中，还将举办幸福家
庭运动会，目前正在火热招
募中，活动现场还为参与活
动的亲子们准备了丰厚的奖
品，感兴趣的车友们快来报
名吧！报名垂询：0531-
68818988。

据悉，和悦幸福家庭运
动会设置了“小车大空
间”、“竞时投篮”、“和
悦寻踪”以及“球剩有道”
等活动项目，比赛项目均以
家庭为参赛单位，通过家庭
的幸福协调分工，才能获得
最终胜利，以增加家庭成员
的协调与配合，增进感情，

达到亲子的目的，进一步为
和悦车主打造幸福家庭生
活。

和悦RS拥有得天独厚
的大空间优势，其2710mm
的轴距在同级车中最长，保
证了驾乘空间的舒适、宽
松。和悦RS宜家系列后排
采用了3独立座椅，可以随
意根据需要拆卸、移动、组
合，这在同级别车型中尚属
独一无二。其后备箱容积达
到630L，通过座椅的折叠
和拆卸能够获得多种不同的
灵活多变储物空间，最大容
量可达2000L，超大和异形
的物品也能统统搞定，各种
状况均能应付自如。

近日，在工信部、发改
委、财政部联合组织的节能
汽车专项核查工作组开展的
首次市场抽样核查工作中，
搭载1 . 5VVT全铝发动机的
和悦抽检成绩相当抢眼，在
保证了舒适大空间及高度安
全性的基础上，综合油耗仅
为6 .6升，实属难能可贵。

经历20万公里品质马拉
松考验的和悦轿车双子星，
自上市伊始就获得了媒体和
消费者的一致赞誉，随着江
淮和悦RS宜家系列的上
市，价格下探到6万元区间
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空间，必将再次引爆自主品
牌中级车市场，并在行业内
树立新的品质标杆，和悦双
子星也将向国民车的目标大
步迈进。
工业北路店
地址：工业北路100-12号(幸
福柳广场对面)
电话：0531-88885559
济南金天易4S店
地址：西二环路匡山汽车大
世界东区21号
电话：0531-58880777
济南金万通4S店
地址：经十路187号
电话：0531-82347001
工业南路店
地址：历下区第三人民医院
门口西侧
电话：0531-88524077

根据中汽协发布的产销
数据，5月份，乘用车市场依
旧表现低迷，环比继续下降，
同比出现年内首次负增长情
况。其中，5月，乘用车共销售
104 . 29万辆，环比下降8 .71%，
同比下降0 . 11%。乘用车各品
种与上月相比销量依旧呈现
负增长，其中运动型多用途
乘用车(SUV)降幅居前；基本
型乘用车(轿车)销售74 . 69万
辆，环比下降5 . 62%，同比增
长3 . 7 2 %；多功能乘用车
(MPV)销售3 . 64万辆，环比下
降9 . 10%，同比增长7 . 86%；运
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销
售 9 . 9 6 万 辆 ，环 比 下 降
19 . 74%，同比下降4 . 06%；交
叉型乘用车销售16万辆，环
比下降14 . 3 5%，同比下降
14 .14%。 (新浪)

标致408限时抢购会最高优惠10000元

性能，品质，价格的首选—郑州日产城市SUV奥丁
5月乘用车产销下降
同比首现负增长

献礼父亲节 抱团去买车
——— 本周末全球鹰远景团购钜惠最大幅度10000元

江淮和悦RS

幸福家庭运动会火热招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