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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车市

临近年底，汽车市场销
售态势火热。今年以来获得
节节胜利的风行汽车，更是
将年末的优惠幅度一次次升
级，将浓浓的亲情和喜庆的
大年气氛，提前注入了车
市。12月，风行汽车推出了
“免3000 送3000 冠军荣
誉惊喜双享”大型感恩活
动，进一步加大对客户的回
馈力度。

业内专家评价：一方
面，景逸产品的各方面性能
都紧追合资品牌车型，而其
每款车的性价比，却绝不逊
于本土品牌车型；技术和价
格的双重优势是景逸在市场
上连连获胜的根本原因；另
一方面，熟谙消费者需求，
深耕细分市场，贯彻“亲
民”路线，则是景逸能够获
得消费者支持的重要理由。
风行汽车今年在市场上每次
出招，都显示了其把脉市场
大气候、猛健开拓新蓝海的
“市场营销先锋精神”。本
次年末感恩，就是其进一步
拉近消费者距离的力作。

景逸也正是凭借品质和

服务的双重优势，依赖“德
系宽体”的独特车型亮点以
及超高的性价比，自创立以
来一直畅销二三线城市家用
车市场。目前，该品牌旗下
主推车型为景逸1 . 5XL和景
逸LV两大系列。

其中，景逸1 . 5XL系列
车型，凭借“空间宽适”
“发动机技术一流”“德系
安全”等性能优势，屡获代
步家轿细分市场销量冠军。
其轴距长达2685mm，长宽
高均比同级车型超出10-30

厘米。超大的空间带来的是
非凡的舒适感，驾乘者不管
高矮胖瘦，都可以在车内自
在地舒展身体，获得最舒适
的坐姿。而其最大容积高达
1970升的后备箱，也能装载
日常出行与假日旅游的全部
生活所需。

风行汽车的另一款重磅
车型——— 景逸LV的起售价
仅为6 . 89万元，却凭借活力
四射的外观、加大号的空
间、强悍节油的高效动力、
德系中级车水准的安全设计
等优势和特点，上市即获得

了热销，首月销量达到了
3920台；在霸气十足的“德
系宽体车”的基础上，景逸
LV添加了整体式腰线、运
动感十足的大包围、银黑双
色行李架、运动型铝合金轮
毂、红黑双色内饰等时尚视
觉元素，深受80后喜爱。

业内人士分析，景逸产
品在整车设计和动力搭载
上，都应用了国际上最先进
的汽车技术，因此各款产品
性能表现都均衡出色；景逸
各款车型的价格，则非常亲
民。卓越的性价比，加之以
“亲情、亲民”为核心的品
牌文化，让景逸各款车型，
都不断获得了各个细分市场
消费者的青睐。
济南鑫泉4S店(匡山店)：
0531—68815111

济南鑫泉商河直营店：
84802228

济南鑫泉长清直营店：
87212177

济南鑫泉平阴佳世通直营
店：87872899

济南鑫泉平阴康捷直营店：
87890050

10月，A380的首航划破了
空中的宁静，这架“空间巨无
霸”凭借各项领先，顿时掀起
国内先进科技的轩然大波，
引发众多乘客争抢体验。而
同样在10月份，中国汽车产
业也有一款重量级车型上
市，那就是第九代CIVIC(思
域)。第九代CIVIC(思域)凭借
“先进、低油耗、安全”三
大核心优势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尤其是其集合科技
感、舒适性与驾控感三位一
体的“全息座舱”，更让第

九代CIVIC(思域)赢获“陆上
A380”的美称。在很多人眼
里，A380是先进科技的代名
词，乘坐过的乘客更是对包
厢式豪华头等舱座椅、强大
的机上娱乐系统以及尊贵无
比的服务保障等赞不绝口。
而拥有“全息座舱”的第九
代CIVIC(思域)完美结合了大
空间、人体工程学与智能科
技，把这种A380版的豪华、
奢侈科技体验搬到陆地上。
正如A3 8 0广受乘客热捧一
样，第九代CIVIC(思域)凭借

独有的未来感、科技感的
“全息座舱”体验，俘获众
多消费者芳心，上市1个月即
收到超过10000份热销订单。
有业内专家分析指出，“无
论汽车还是飞机，交通工具
的进化已经逐步进入未来
化，A380和第九代CIVIC(思
域)犹如一把剪刀的两边，借
助在航空、汽车领域的先进技
术发展，为广大消费者未来交
通生活精心剪裁出一副美好
的蓝图。”

(邵文)

12月11日，济南腾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举行了苏州金龙海格系列车型济南上市
会。活动中，主办方还联合天桥区红十字会
开展献爱心活动，买来花生油和面粉，为天
桥区部分贫困家庭送来温暖。据了解，金龙
海格系列汽车有客车、警车、救护车、皮卡
等车型，品类繁多，用途也十分广泛。济南
腾越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发民告
诉记者，企业的宗旨是“相互融入、感恩社
会，”，此次献爱心活动，是企业文化活动
的一部分，今后还将参与各类社会性公益活
动。 (本记)

在中国车企摇旗呐喊要
走出去的今天，想要打开西
欧市场，安全上必须达到世
界汽车的先进水平。虽然汽
车安全已成为各大汽车厂商
的必修课，但自主车型通过
安全硬指标的并不多。日
前，帝豪EC7顺利通过了各
项严苛测试，获得了Euro-
NCAP欧洲安全碰撞测试四
星安全评级，这是目前自主
品牌在该测试取得的最好成
绩。

不到10万元的帝豪EC7

在Euro NCAP安全测试中，
和捷豹XF、Jeep大切诺基这
样的车型获得同样的安全评
级，这在以前是令人不敢想

象的。为何在众多自主品牌
中，唯独帝豪EC7能获得最
严苛的Euro NCAP的认可？

其实早在2010年12月，
帝 豪 E C 7 就 在 中 国 的 C -
NCAP安全碰撞测试中，以
46 . 8分的高分刷新了自主品
牌安全新纪录。同时力压大
众、通用、福特等众多洋品
牌的车型，跃升为新生代的
中级家轿“安全王”。

白手起家的吉利集团，
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已经拥
有了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
再通过海外并购不断吸收先
进技术和经验，洋为中用，
中西结合，已经能具备了制
造更安全汽车的能力。帝豪

E C 7 设计之初，就将欧洲
E u r o N C A P 和国内的C -
NCAP安全评价章程的最高
标准作为自己的安全标准，
并结合吉利首创的GTSM全
方位安全管理系统，从车辆
研发初期策划、到安全技术
开发、再到生产环节，从主
动安全到被动安全均实行全
方位整车安全管理体系。同
时在安全零部件采购、车身
结构设计、安全装备，以及
行人安全等方面，都遵循全
球最为严格的欧洲安全标
准。

发展是硬道理，吉利的
发展中也曾伴随着质疑，对
质疑最好的回应就是发展。

在安全方面，帝豪EC7荣膺
全 球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E u r o
NCAP安全碰撞测试四星评
级，无疑就是最好的回应！

1、帝豪EC7 欧洲四星
安全家轿，每周一款特价
车，先到先得！

2、帝豪EC8 99800起，
特价销售仅限十五辆。

3、买帝豪EC8享受一年
期零利息零利率，29999帝豪
EC8开回家

4、帝豪汽车享受3000元
补贴，最低69800即可提车。

5、2 0 1 2款帝豪EC7、
EC715、EC7RV，EC8标准
版新车体验活动进行中，试
驾即有礼品相赠。

6、二手车置换成功赠
送港澳双人游。
山东帝豪五星级4S店
销售电话：88986666

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32号
(会展中心往东2000米)

山东吉利超市五星级4S店
销售电话：69927000
12月25日圣诞团购会报名专
线：88980666

无息贷咨询电话/二手车置
换专线：15820001323

帝豪EC7欧洲四星安全家轿 69800元起

岁末车市“年味”浓

冠军景逸送年礼“惊喜双享”

“陆上A380” 第九代思域带你走入未来生活

苏州金龙海格系列车型

济南上市

五折抢购荣威350，倒计
时开始！12月24日晚，山东鸿
发荣威圣诞派对即将华丽开
场，届时惊喜大奖、精彩演
出、精美餐点都魅惑你全身
每一处神经。凡在12月24日前
到山东鸿发荣威购荣威350即
有机会享5折购车机会，活动
期间还同时加推荣威350限时
限量版车型，仅7 . 99万元起，
另有ipad2或装潢豪礼等您来
拿！

作为国内车企自主创新
的领跑者，荣威350自上市以
来，秉承着“品位、科技、实
现”的品牌精髓，以开创汽车
3G时代的inkaNet智能行车服
务系统引领了自主品牌科技

创新的潮流，无论是优秀的
产品力，还是定位3G时代满
足车联网应用，荣威350都已
经吸引了A级车市场较为宽
泛的主力消费群。

荣威350在外观造型上不
失优雅，细节之处又显时尚
科技感，十分耐看，在竞争激
烈的中级家轿市场中也格外
引人注目。

荣威350的内饰依旧遵循
“简约而不简单”的设计原
则，看似没有纷繁复杂的设
计，其实随处可见人性化的
小设置，多达27处的储物空
间让乘员感到十分便利和舒
适。继续采用的三幅式方向
盘让运动感油然而生，方向

盘上集成的多个按钮，可以
在驾驶时手不离方向盘进行
各种操作。

inkaNet智能行车系全新
的2 . 4版本，walkie talkie功能
新增各种主题聊天组，可以

让车主更快的享受到沟通的
乐趣；全新的视频功能可以
随时观看自己拍的视频以及
各种网络上的内容；新浪微
博、QQ音乐等全新组件可以
让网络生活延续到车内，冲

浪无极限……这些都是其他
车型无法提供的全新3G汽车
生活，荣威350在这方面可以
说独树一帜。

日前，荣威350继续升级
配置——— 推出了 iVoka语音
云操作系统，凭借创新语音、
安全洞察、语音交互、智能科
技等强大功能，为你带来全
新的人车交互体验，并为“人
与车”的关系作出全新定义，
引领信息时代下汽车信息创
新科技的未来趋势，标志着
人车互动时代的到来。
山东鸿发罗孚店
济南市英雄山路南外环南
3000米路西
0531-82791111

山东鸿发东威店
济南市经十东路3123号
0531-82061111

山东鸿发省体店
济南市经十路124号省体育
中心
0531-82030707

山东鸿发章丘店
章丘市明埠路鸿发汽车城
0531-81295555

山东鸿发商河店
商河县许商办事处钱铺街钱
隆汽贸
0531-84802999

荣威350五折抢购，倒计时开始！
——— 12月24日荣威圣诞派对即将华丽上演

炫丽CROSS作为游走
在时尚前沿的代表车型，以
其动感前卫的跨界风格、安
全舒适的实用配置以及高效
节能的动力俘获了众多年轻
消费者的芳心，渐成小车标
杆，引领消费潮流。

炫丽CROSS外形设计
时尚，圆润紧凑的车身凸显
动感，夸张的大嘴风格进气
格栅又赋予其几分可爱，前
卫的仪表台中置设计、红黑

双色运动座椅等充分迎合了
年轻人对速度的渴望。炫丽
C R O S S 巧 妙 地 融 合 了 轿
车、 SUV 、跑车的风格特
点，形成了自己不拘一格的
跨界气质，把当下年轻人多
元且丰富的生活形态诠释得
淋漓尽致，也为他们释放激
情、乐享生活提供了更多灵
感。

今年上半年上市的2011

款炫丽CROSS，率先将刹

车系统和配备轮胎升级至四
轮盘刹和规格更高的195/55
R16宽胎并形成标准配置，
将炫丽CROSS的驾乘感受
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提升制动安全的同时也显
著改善了其行驶平顺性，更
加惬意的操控体验颠覆了消
费者对小车的固有印象，为
同级别车型树立起新的标
杆。

(唐乐)

炫丽CROSS成时尚小车标杆

近日，据中汽研相关负责人透露，中汽研
目前正在研制单独的电动汽车碰撞标准，先进
行正碰标准研究，在此基础上完善侧碰和后碰
等相关研究，电动汽车的安全标准预计将在2

年内完成。
汽车标准化研究所总工程师周荣介绍，电

动汽车存在高能量动力电池的潜在危险，电
压、大电流的回路对乘员的潜在危害和车辆发
生碰撞时的危险状况，而目前国内电动汽车安
全标准的具体条款过于简单、宏观，可操作性
差，且仅局限于正面碰撞的要求。

(据《京华时报》)

电动车安全标准

预计将在2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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