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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2011年只剩下2周多的时间。为避开新车高峰，备战新
一年的车市，众多新车选择12月上市。除了中高级车市重磅新车第
七代凯美瑞之外，奇瑞与吉利两大自主品牌旗下的子品牌也同时推
出两款主力车型——瑞麒G3与全球鹰GC7，投向竞争激烈的A级车
市场，全新宝马1系、2012款东风雪铁龙等改款车型也选择年内上
市，联合上演了岁末车坛压轴好戏。

全新宝马1系

全新宝马1系从外观到
动力进行了全方位改变。新
车提供“运动设计套装”与

“都市设计套装”两种不同选
择，两种套装在外观与内饰
细节上有所不同，外观主要
表现在格栅配色、前包围以
及轮毂造型上，内饰部分运
动版运用黑色主题，突出运
动的风格，都市版则更宜家。
据悉，新车首次搭载小排量
涡轮增压发动机，1 . 6T四缸
发动机取代老款 2 . 0 L与

3 . 0L自然吸气发动机。并且
新车首次配备制动能量回
收、ECO PRO模式以及发
动机启/停技术，在动力充沛
的同时保证了燃油经济性。

第七代凯美瑞

12月8日，被誉为“科技
巅峰之作”的第七代凯美瑞
上市，并公布了其中两大车
系的官方售价——— 旗舰车
系“ 凯 美 瑞 ”价 格 区 间 为
19 . 98万-27 . 48万元，运动
车系“凯美瑞·骏瑞”价格区
间为17 . 98万-22 . 58万元。

第七代凯美瑞最大变化是
新增“凯美瑞·骏瑞”系列车
型，定位于年轻时尚人群，
造型风格与内饰配置更显
运动。新车另一个亮点是配
备5AR-FE双VVT-i发动机
与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全
新动力总成的完美搭配，实
现了同级别最顶级的动力
和最经济的油耗表现。

2012款雪铁龙C5

新上市的东风雪铁龙
C5 2012款车型涵盖3 . 0L、
2 . 3L和2 . 0L三个发动机排

量。虽经过全新升级，但依
然维持17 . 69万-29 . 89万元
的价格区间。此次C5 2012
款全新推出黄金动力组合，
由2 . 0L全铝高效能发动机搭
载Tiptronic 6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从而实现了全系自动
挡车型标配6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另外在外观和内饰设
计上也有所创新，同时全新
推出了沉稳的深海蓝漆色。

瑞麒G3

G3承袭瑞麒G系操控
性与舒适性的平衡优势，成

为瑞麒进军A级车市场的扛
鼎之作，补全了瑞麒品牌的
产品序列。凭借对家轿驾乘
体验的全面跃级和2610mm
超长轴距，瑞麒G3越级成为
A+级标杆家轿。新车共推出
1 . 6DVVT-MT实力型、舒
适型、豪华型、旗舰型四款
车型，而6 . 98万-8 . 68万元
的价格让瑞麒G3在A级车
市场中更具价格优势。

全球鹰GC7

作为吉利汽车旗下子
品牌，全球鹰GC7的上市大

大丰富了品牌产品谱系。新
车在动力上匹配1 . 8CVVT
和1 . 8DVVT两款发动机，
同时1 . 8DVVT车型匹配6
速自动变速箱成为新车最
大亮点。作为一款全新的A
级家用轿车，全球鹰GC7长
宽高达到4547/1734/1470
(mm)，轴距为2600mm。此
外，GC7有着超越同级的丰
富配置：定速巡航、真皮多
功能方向盘、智能行车电
脑、智能感应前大灯、全景
观可视倒车雷达、自动恒温
空调、四门电动车窗等，凸
显超高性价比。

你买好车，我送好报
——— 本报联手省城车商推出岁末读者回馈活动

济南东岳汽车集团
主营品牌：北京现代、上海大众、中华、瑞麒、威麟、比亚迪

咨询电话：67810888、82765196、81765268、81765228、82765166

润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品牌：奥迪，雷克萨斯，凯迪拉克，通用别克，通用雪佛兰，一汽丰田等
咨询电话：87299999

山东鸿发汽车
主营品牌：别克82788788 雪佛兰82787000 广本82777776
荣威82791111

济南骐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英菲尼迪QX56、FX35、EX25/35、G25/37、M25/37、Gcoupe GCC
咨询电话：83156999

山东蓝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比亚迪F3、F6、S6
咨询电话：55553333

山东翔悦达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悦翔、长安CX20、长安CX30、奔奔MINI
咨询电话：68810555、88685188、87516667

济南东岳顺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主营车型：MG3、MG6、MG7
咨询电话：82070666、82062555

附：“买好车，送好报”活动指定商家

随着岁末年终的临近，汽
车商家推出的巨额优惠让市
场购买力再次得以释放，省城
车市又迎来新的销售高峰。为
回报广大读者对齐鲁晚报《都
市车界》的关心与支持，加强
与省城车迷的密切联系，本报
汽车编辑室继续在年底之前
联手省城主流品牌经销商推
出“买好车送好报”活动。活动
期间，凡在指定经销商处购车
的消费者，除了享受正常优惠
外，还有机会获赠2012年全年

《齐鲁晚报》或《生活日报》。
《齐鲁晚报》是由大众报业

集团主办的山东省唯一的省级
晚报，创刊20多年来，一贯坚持

“为读者服务，与读者俱进”的办

报宗旨，日均发行量达到150余
万份。依托庞大的读者人群，齐
鲁晚报《都市车界》自1999年创

刊以来，就一直致力于服务车
商与消费者，历经十几年的成
长，《都市车界》已成为山东省内

第一大汽车类经济专刊，在业
界形成有口皆碑的品牌效应。

据了解，齐鲁晚报《都市
车界》自2009年推出“买好车送
好报”活动以来，受到汽车商家
与读者的积极响应，在秉承前
两届活动基础上，今年本报汽
车编辑室继续联手在省城汽车

业界有较高知名度和良好口碑
的汽车商家推出“买好车送好
报”活动。即日起至2011年12月31
日前，凡在活动合作商家处购车
不仅能享受到超值优惠，更有机
会获赠2012年《齐鲁晚报》或《生
活日报》订报卡，让你把“好车”
与“好报”一起带回家。（本记）

12月12日，2012澳柯
玛电动车营销战略年会在
济南举行。会议以“龙腾
虎跃·剑指高峰”为主题，
通过加强澳柯玛的自主研
发技术和渠道建设工作，
并就2012年澳柯玛的战略
规划进行了详尽披露。年
会现场，包括澳柯玛电动
汽车、电动三轮车、电动
自行车等一批新产品全部
进行了展示，引发经销商
的抢购。澳柯玛有关人士
表示，澳柯玛电动车2011
年 的 销 售 量 比 去 年 增 加
58%，2012年，他们的目
标是年销售量增加40%，
并力争在三年内重回电动
车行业前三甲。 (本记)

2012澳柯玛电动车

营销年会在济召开

笔者获悉，济南东岳运
发岁末献礼泉城活动火爆开
启，即日起购全能MPV———
M6仅需13 . 98万元起，自动版
F3R仅需6 . 99万元，并可享岁
末感恩豪礼加赠3年全险的
优惠活动，机会不容错过，到
店赏车试驾还可获赠精美礼
品。

全能MPV车型——— M6，
作为比亚迪高端MPV的开山
之作，凭借尊贵头等舱的设
计理念，标准配备7座全尺寸
航空座椅，搭载比亚迪高能
低耗2 . 0或三菱4G69 2 . 4全
时全能发动机，无论是政务
出行，商务交际，全家出游均
可谓“面子”十足，舒适倍增。

泉城特供限量版自动挡
F3R——— 性价比最高的自动
挡A级车！该款车型配备的三
菱4G18发动机及三菱原装进
口自动变速箱，在“超大、超
省、超安全”的造车理念下，省
油经济、节能环保、外观时尚、
前卫，在日益拥堵的都市道路
下，您可以从容驾驭，可谓广
大购车客户尤其是女性用户
及新手上路的首选车型！
经销商：济南东岳汽车集团
运发汽车贸易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济南市二环南路7136号
抢购热线：0531-82765166

82765137
商河店：84803388
章丘店：83278158
济阳店：81171318

济南东岳运发岁末献礼泉城
比亚迪全能MPV——— M6仅需13 . 98万元起
都市新手最佳选择——— 比亚迪自动版F3R仅需6 . 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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