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末购车 优惠更多

岁末将至，天气越来越
冷，但省城的车市却迎来了冬
日的暖阳。大友集团为庆祝东
风日产300万台下线，岁末抢
车季现已全线启动。看车、购
车、养车，均有好礼相送。

节能礼：东风日产骐达
CVT版、阳光CVT版享3000
元国家节能补贴。

返现礼：轩逸、骊威等车
型惠享岁末大返现，预交300

元返现金，部分车型最高可
返现30000元。

钜惠礼：汽车用品年度
钜惠，买300返100；辞旧迎
新，全车喷漆八折优惠。

关怀礼：东风日产售后
更推出“真情关怀 温情暖
冬”特惠活动，来店免费检测
制动系统、暖风系统、蓄电池、
防冻液、玻璃水等冬季项目。

轩逸轻松购 贷款0负担

大友集团东风日产各专
营店推出“轩逸0负担，款待1+
1”的活动。2011年12月31日前
购买新轩逸，贷款0负担，消费
者在买车的时候，首付50%的
首款后可便“贷”走一台全新
轩逸，购车一年后，只需付清
余款即可，这期间享受真正无
利率无月供的优惠。这样，便

无需为每月硬性缴款所困扰，
也不用担心分期付款产生额
外的利息。轻松拥有一台真正
款待家人的旗舰家轿！而售后
保修0负担款待，尊享累计4年
10万公里的原厂保修服务。这
样车主不仅能轻松购车，也能
免除后顾之忧。
大友集团热线：88886888
活动链接：

12月17日-18日，来东风
日产大友经十西路店购东风
日产全系车型即享6万公里
免费保养，更有精彩新年好
礼相送，详询0531-88880000

东风日产银大友专营店
(济南市中区二环南路8777
号)本周试营业，同时东风日
产章丘大友明专营店(章丘市
世纪西路与福安路交会处)正
式落户章丘，两店开业仪式即
将绚丽开启，敬请期待。

谁都想拥有这样一台车，
它会思考，能交流，无需驾驶
者费心便可自行穿梭在道路
上。虽然这看上去还是有一点
遥远，但智能车载系统让我们
与这个梦想的距离拉近，让我
们拥有舒适、安全、智能等多
功能于一体的超人性化汽车。
而天籁就是这样一款“尊贵”、

“高价值感”、“智能”的车。最
新销量数据显示，在竞争激烈
的中高级车市场，东风日产天
籁在2011年1-11月份累计销
量140，045辆，稳居中高级车
市场销量冠军之位，中高级车
进入“天籁时代”。

天籁：

技术过人，舒适尊荣

作为东风日产的旗舰车
型，天籁可以说是东风日产汽
车家族里的“贵公子”，它每一
方面都散发着“尊贵“的气
息——— 尊贵者必有过人内涵。

天籁配备的VQ引擎，曾连续14
年获得“世界十佳发动机”称
号。再搭配上CVT无级变速箱，
为天籁带来强劲动力、高效静
音、平顺操控与经济节油的完
美统一，让车主在整个驾驶过
程中享有超越同级的体验。

如果说以上装备带给车
主的是直观身体享受，那么，

“CARWINGS智行+”智能全方
位行车服务系统带给车主的便
是精神上无形的放松和便利。
CARWINGS不仅能为车主提
供导航、交通信息等服务，为车
主省心省力，还能提供实时资
讯、天气预报、新闻资讯等服
务，丰富车主的行车生活。

天籁带给车主的不仅仅
是一份独特的驾乘体验，更是
一份尊荣超群的品质享受。

东风日产售后“真情关
怀·温情暖冬”特惠活动正在
进行中

关怀一：开展冬季用车

常识养护学堂，对客户普及
冬季用车安全常识；

关怀二：为确保车辆安全
过冬，对客户来店免费实施制
动系统、暖风系统、蓄电池、防
冻液、玻璃水等冬季项目检查；

关怀三：辞旧迎新，全车
喷漆八折优惠。

关怀四：汽车用品年终钜
惠，会员购精品“买300返100”。

大 友 集 团 服 务 电 话 ：
88886888

东风日产济南区活动链接：
东风日产银大友专营店

(市中区二环南路8777号)即日
起试营业，到店即送三重礼：

到店礼：开业期间到店即
可签名参加观影团，贺岁大片
免费看；订车礼：开业期间交11
元即可获得订车大礼包，享受
现金直降、延保等超值大礼；购
车礼：成功购车即可享受惊喜
大礼，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
情咨询：0531-87580666

中国汽车改装随着汽车
产业的蓬勃发展呈激进式发
展。2002年，我国汽车改装行
业产值仅为5亿元，2007年就
达到14亿元的容量，五年时
间增长近3倍。到2008年10月
已经上升到25亿元，不到1年
的时间增量比过去5年的增
长量还多出1倍。

前景光明，现状尴尬

虽然前景看好，但蓬勃
发展的汽车改装市场正面临
着两方面尴尬，一是行业服
务水平尚低，二是车友对改
装的了解很片面。目前，愿意
改装的车主已越来越多，许
多车主为了追求个性而改装
爱车，由于缺乏相关知识，往
往走入误区。许多车主为了

外观的好看，加装大口径排
气管、尾翼等，对于小排量的
汽车来说，会影响其性能，严
重的会导致汽车的失衡。有
的车主在车身贴满彩绘、装
满绚丽的LED灯，极度影响
其它车主对其行车灯、刹车
灯的辨识；有些车主拆掉原
来有气囊的方向盘换上赛车
方向盘，带来安全隐患。一些
车主要求将隔音做到极致，
不希望听到发动机的声音。
殊不知，如果驾驶者听不到
来自道路和动力系统的声
音，就会失去对路况和车况
的直观把握，影响行车安全。

“车友在改装前，一定要
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是时尚
的外观还是舒适的乘坐，是
丰富的娱乐还是澎湃的动

力，根据自己的需求再结合
车辆特点，有针对性地改装
才是理性的改装行为。“有着
八年汽车改装经验的职业改
装技师阿龙说。

高端化、定制化

渐成改装主流

阿龙的一个朋友要改装
一辆新买的手动2.0L黑色广汽
传祺。阿龙经过研究发现，传祺
最大的特点是底盘和发动机技
术先进，有赛车血统，各种安全
配置比较高。最后，阿龙综合对
传祺的研究与对朋友了解，制
定了一套传祺改装方案。

首先，外观采用“VIP”
改装风格，即从黑色外观改
造 着 手 ，车 身 换 装 的 是

“INGS+1”款式大包围，使整

体设计更加饱满，车尾配合
上Tanabe排气尾段。轮圈选用
知名品牌“Work Euroline”的
18寸制品。其次，内饰方面，使
用极有现代感的有着高亮碳
纤维质感的材质，再配以各种
彰显豪华气氛的装饰物，例如

“吊饰、碳纤饰板、高级真皮
椅”等，一切营造出尊荣气势。

传祺采用VTML直列四
缸DOHC发动机，配备了只
有跑车发动机才有的双气门
弹簧、双平衡轴配置，独有活
塞冷却喷嘴，1600转时即输
出80%扭矩，起步迅猛，而且
城市道路燃油经济性好；但
为了满足朋友对动力的极致
要求，阿龙认为以传祺的底
盘与动力基础，增加涡轮增
压系统是最好的方案，可使

原本150匹马力的传祺释出
超过250匹马力的牵引动力，
183N/m的扭矩提升到300N
/m左右，0-100公里的加速
时间缩短到8秒左右，这样的
澎湃动力令一些所谓的“小
钢炮”望尘莫及。

“黑色车、亮色圈、T动
力，改装内容到位而不多余”，
这就是阿龙结合朋友的需求
与车辆的特点做出的个性化

改装，改完后朋友很满意。
现阶段，国民汽车拥有总

量逐步增加，汽车消费水平也
有所提高，随着赛车文化的传
播、车友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
单纯追求另类改装的要求将会
减少，实用、品质、品牌的要求将
会加强，改装车市场也将越分
越细。“高端化、品牌化、品质化、
个性化、定制化”是未来汽车改
装市场的主流方向。(陆小虎)

对于家用车而言，1 . 6黄
金排量的车型虽然性价比不
俗，但却难以满足部分对动力
有一定要求的车主，而2 . 0L
排量对于中国的路况与都市
人用车习惯来说，实用价值又
偏低。对于既对油耗有要求又
追求高动力操控快感的用户
来说，1 . 8L排量家用轿车无
疑是最好的选择。日前，被誉
为“五星家轿”的明星车型江
淮和悦推出1 . 8L排量新车
型，其中包括和悦1 . 8AT及和
悦1 . 8MT。此举不仅丰富了
江淮车型产品谱系，加强了产
品竞争力，而且极大地满足了
消费者对动力与油耗组合下
的“高性价比”的需求。

动力提升，和悦1 . 8L全
方位完美升级

相比江淮和悦1 . 5L车型

而言，江淮和悦1 . 8L系列通
过排量的提升大幅提高了动
力性能。和悦1 . 8L搭载了主
要应用于中高级车型的高性
能发动机——— 三菱的动力系
统 4 G 9 3 D，最大功率达到
105Kw/6500rpm，最大扭矩为
165Nm/5000rpm，配合在同级
中领先的DOHC双顶置凸轮
轴技术和轻量化运动部件设
计，使得和悦1 . 8L在满足车
主动力要求的同时，油耗方面
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百公里
综合油耗仅为 7 . 6 L，相比
1 . 5L车型的百公里油耗仅增
加了1升，达到了国IV标准，
在同排量车型中表现出色。

除了发动机升级外，和
悦1 . 8L系列在外观和内饰方
面也作出了明显的改进，使
其更为符合目前车主的视觉

喜好。例如和悦1 . 8L车型配
备的前分色保险杆，以及十
辐动感铝合金轮辋设计；内
饰也一改旧系列的风格，采
用了全黑设计，适当增添了
几分尊贵的气质；镀铬空调
出风口和门内拉手、电动天
窗等全新升级装备使原本沉
稳大气的造型增添了几分动

感。另外，还增加配备了DVD
+GPS+倒车轨迹、蓝牙、滑屏
便捷功能等人性化装置，更
加符合当代人的用车习惯。

空间一直是和悦的优
势，和悦1 . 8L车型继承了和
悦“同级最长”的2710mm轴
距，超长的轴距不仅带来大气
的外观视觉效果，在实用性方

面的作用也十分突出，因为轴
距的长短直接影响到汽车内
部的使用空间，特别是腿部空
间的舒适性。和悦1 . 8L车型
设计让腿部和前排座椅之间
的空间增大，能令驾乘人员获
得更高的“肢体自由度”。

在安全方面，和悦1 . 8L
车型针对博世8 . 1版ABS+
EBD和行车制动系统进行优
化改进，并配备了前保险杠，
达到主动和被动安全系统的
双升级，使制动更灵敏更稳
定，更好地保证了行车中驾
乘成员的安全。底盘的前麦
弗逊后双连杆四轮全独立悬
架(带横向稳定杆)优化调校
后使其行驶更加平顺稳定，
操控性更佳，乘坐更舒适。同
时，和悦1 . 8L车型更进行包
含胎噪、底盘噪音、进排气系

统噪音等在内的9项降噪减
震优化，使得行车噪音大大
降低，给予驾乘人员宁静舒
适的车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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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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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天易江淮4S店24小时售后
服务热线：0531-58880969

岁末购轩逸
优惠多、轻松贷
贺东风日产300万下线、岁末购车预交300返现金、爱车保养多项免费

庆祝东风日产天籁
1-11月累计销量第一
——— 独领舒适潮头 中高级车市进入“天籁时代”

传祺引领中国汽车改装潮流

动力性与节油性兼顾 和悦1 . 8L车型升级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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