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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车市

帝豪EC8自上市以来以
跨级豪华享誉市场，现推出
BMBS版，用创新科技，继续
引领安全新“竞”界，为高品
质车生活倍添安全的保障。
这也是吉利汽车集团秉持着
造世界最安全汽车的宏伟目
标，积极探索汽车安全新领
域，一项伟大的创新！
精进领先

安全新定义，技术领先
一步。帝豪EC8 BMBS版，搭
载BMBS爆胎监测与安全控
制系统，以领先科技傲视同
级。BMBS作为世界上唯一受
专利保护的汽车类主动防御
技术，集主动预警和被动安
全 智 能 控 制 为 一 体 ，具 有
TPMS产品的全部功能，还弥

补了TPMS无法对突发爆胎
做出即时响应和提供有效救
助的缺陷。其核心技术是采
用智能化自动控制系统，弥
补驾驶员生理局限，在爆胎
后的最短时间内(≤0 . 5秒)，
替代驾驶员实施行车制动，
彻底化解爆胎风险，保障行
车安全。汽车高速行驶下，爆
胎故障发生后，基于ABS(制
动防抱死系统)技术，BMBS

实施制动减速，避免汽车甩
尾、侧翻，是爆胎后唯一有效
的主动救助手段。
行之有效

敏锐监测，胎压随时掌
握。高速行驶过程中，当车辆
时速≥80km/h时，防范爆胎
事故发生，最有效的方式就

是提前知悉轮胎状况。BMBS

在轮胎内置监测模块，实时
监测轮胎压力、温度状况。当
轮胎气压高于300kPa时，会
有高压报警；轮胎温度大于
80℃时，会有高温报警。通过
中控台上的指示灯提醒，驾
驶者就能每时每刻对汽车轮
胎状况了如指掌，享受安心
出行的驾驶乐趣。此外，系统
自身拥有故障检测与提示功
能，如低电压报警，无信号报
警等，稳定可靠！

“保险”之选
BMBS爆胎监测与控制

系统由知名保险公司承保产
品责任险，为您成就周全保
障之选。此外，帝豪EC8更采
用GTSM(Geely Total Safety

Management)吉利全方位安
全管理体系，以C-NCAP五
星级安全标准设计，从操控
安全、碰撞防护到延伸级安
全的防护设置，进行了整合
性的设计与布局，同时兼顾
对儿童及行人的保护。以精
进领先的安全为您保驾护
航，为您开启安全新竞界！

过年回家 帝豪汽车岁
末最给力：

购EC8指定车型，享万元
礼包+一年全车险！

分期购车0利息0手续费
0担保！

购帝豪EC7指定车型，首
付2 . 7万元，送2 . 7万元超大礼
包，仅限10台！

二手车置换帝豪全系

车，享3000元现金置换补贴！
自由舰老客户置换帝豪

全系车型，最低折现25000元！
老客户转介绍送保养一

次或500元装具代金券！
帝豪汽车“岁末购车狂

欢节”本周六吉利超市4S店
正式启动，来店购车、试驾
享超值豪礼，恭迎莅临品
鉴！
山东吉利超市4S店：69928000

山东帝豪4S店：88986666

匡山店：85609366

工业北路店：88967667

章丘店：83795666

商河店：86655707

济阳店：81173177

长清店：66581066

平阴店：87883333

德州店：0534-2317123

齐河店：0534-2151299

二手车置换热线：
15954121909

网址：www.stauto.net

广汽本田携手鸿发森江
共同举行的总经理签售会，
于周日(18日)下午1点到3点
在鸿发森江4S店隆重登场。

本次签售会是鸿发森江
四周年店庆活动中的重头戏，
也许您已经习惯了购车送好
礼这一类的促销活动，但是此
次鸿发森江推出的绝非仅此
而已，不仅为消费者献上多重
礼遇，而且将价格直接触底。
相信您一定不再hold住。
首次全系签售，限时限量不
容错过

此次活动得到了厂家的
大力支持，推出广汽本田全系
车型特价车，价格范围从6万
～42万，其中包括有连续16个
月蝉联中级车销售冠军的雅
阁、11年最新上市品质款锋

范，最优惠的
新基准国民
车理念S1，精
品小车飞度，
领秀版奥德
赛、本田跨界
新车歌诗图
均在签售范
畴。

除了限
量签售车型外，鸿发森江会在
签售会当天送出总值达10万
元的全车型大礼包，享受续保
礼、订车礼、置换礼等多重独
家礼遇。
限时活动 错过再等一年

本次签售会限时两小时，
全系车型限量销售，售完截
止，现在报名无需再等赶快拨
打0531-82777776预约报名吧！

广汽本田鸿发森江特约销售
服务店
地址：济南市103省道大涧沟
(鸿发汽车城)领秀城南3000

米路西。
预约电话：0531-82777776

售后服务：0531-82777775

网址：www.hongfaqiche.com

微博：h t t p：/ /w e i b o . c om /
hongfasenjiang

广本全系限时购 总经理签售相约在即
——— 广汽本田鸿发店“总经理限时签售会”周日开抢

新春将至，很多消费者
选择在此时“出手”，购买或
换购爱车。作为济南目前唯
一的上海通用别克授权经销
商全国样板店，为回馈泉城
广大新老客户对山东鸿发森
岳别克的厚爱，特别推出的

“别克新春换购季”获得众多
客户的热烈追捧。即日起到
鸿发别克即可享受置换新车
二手车高于市场价3000-5000

元收购。
随着我国汽车保有量的

剧增，随着车辆的更新换代，
二手车市场也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机遇。但由于我国
二手车市场发展时间较短，
很多不规范因素制约着二手
车市场的健康发展，其中诚
信已经成为制约市场发展的

最大因素。在常规二手车销
售模式中，消费者与二手车
经销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
息不对称现象：二手车经销
商压价收车高价卖车，隐瞒
车辆实际情况的案例屡见不
鲜，让不少消费者对二手车
市场颇有戒心。

一边是消费者对二手车
的旺盛需求，一边是二手车
市场秩序的良莠不齐。我国
二手车市场要想健康发展，势
必要打破现有的销售模式和
运营策略。而在国内二手车市
场探索多年的“诚新二手车”，
已经彻底解决了消费者对二
手车市场交易的忧虑，率先在
行业竖起新的风向标，从而开
启了消费者轻松购买二手车，
轻松出售保值二手车等一系

列特惠服务的先河。
山东鸿发森岳别克自

2004年以来，依托上海通用汽
车“诚新二手车”品牌，经过
几年的高速发展，鸿发森岳

“诚新二手车”业务，在不断
坚持服务标准、品质标准和
置换标准的同时，也引领着

省城二手车领域的高速发
展，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省心、安心更贴心，一

站式置换服务

消费者到鸿发森岳别克
置换新车享受旧车转籍过户
和新车上牌的手续一站式服

务，免去了消费者在置换过
程中办理各种繁琐复杂手续
的烦恼，省时省心。同时保证
了过户的安全性，免去了由
于不准时、未安全过户等原
因而给消费者带来的连带责
任等纠纷。

节约资金 享诚新二

手车贷款服务

不想占用太多手头资金
的消费者在鸿发森岳别克选
购 认 证 二 手 车 可 以 通 过
GMAC贷款，只需少量首付，
即可轻松拥有属于自己的座
驾。无需第三方提供担保；贷
款操作流程快捷；优质客户
免家访，1天即可办妥；普通
客户在两天半之内，即可办
完所有手续。

购买认证车 享1年/

2万公里全国原厂联保

即日起到鸿发森岳购买
“ 诚 新 二 手 车 ” 认 证 车
辆，还可以享受1年/2万公
里全国原厂联保(综合质保\

动力总成质保 )，完全解决
了购买二手车后使用的后
顾之忧。
山东鸿发森岳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省体中心店：济南市经十路
24号省体育中心西侧，电话
82072926
4S旗舰店：济南市望岳路3777

号，电话82788788

章丘鸿发森岳别克4S店：章
丘市双山街道办事处李家
埠，电话81295555

新年换新车！鸿发别克启动新春换购季
——— 邀您尊享五星鸿发一站式置换服务

12月4日，济南明星丰
田“服务无限 星光灿烂”
爱车讲堂活动举行，同时在
活动现场众多媒体一同见证
了“年终大促”活动。爱心
课堂上请来了资深汽车专家
讲解选车用车，以及冬季如
何保养车辆等相关知识。同
时活动还邀请到吴立坤与沈
虎啸两位艺术家同台联袂演
出，为在场车主与媒体带来
一场视觉与听觉上的缤纷盛
宴。“飘音王子”吴立坤现
场演唱歌曲《在那遥远的地
方》与《我的太阳》两首歌
曲，独特的“飘音”唱法让
在场的观众如痴如醉。在吴
立坤先生的一曲高歌之后，
作为《中国达人秀》梦想观
察员、湖南卫视签约著名魔
术师的沈虎啸先生为现场观
众带来了精彩的魔术表演。

精彩演出之后，济南明
星丰田的工作人员宣布了当
天的特别优惠，超值的优惠
政策让价格降至“冰点”，
一些车型的优惠幅度达万
元。除了超值优惠幅度之
外，活动现场还为订车客户
送上了多种大礼：海尔洗衣

机、挂烫机、伊莱克斯吸尘
器、平板电脑、天气预报仪
等；购车送汽车六件套，并
有机会抽取明星丰田特别推
出的“畅游礼”——— 价值
4999元的豪华游轮体验、西
藏列车观光或香港迪斯尼新
年游。 (本记)

济南明星丰田“星光灿烂”
春节即将来临，开车回

家过年、走亲访友的朋友越
来越多，但面对冬天恶劣的
天气，什么样的座驾能够从
容应对复杂多变的路况，带
给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与安
全呢？拥有一辆高性能城市
SUV无疑是最佳选择，近能
在城市中自由穿行，远能征
服冰雪、跋山涉水，其卓越的
牵引力、抓地力和安全性，以
及更广阔的视野，将全方位
地保障您在冰雪道路上自如
行驶，畅行无阻。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真正懂车爱车的人对斯
巴鲁可以看得清楚，斯巴鲁
森林人——— 进口SUV销量冠
军绝对是征服冰雪的利器，
各种路况均能“秒杀”同级
车。无论是平坦的高速公路
还是湿滑的鹅卵石街道；无
论是乡间的泥泞小道还是严
酷的冰天雪地，对全驱全能
的森林人来说都是浮云，斯

巴鲁引以为傲的左右对称全
时四驱系统都会迅速的适应
路面状况的突变。通过配备
这一独特驱动系统，将强劲
牵引力与卓越平衡稳定性和
谐统一，其出色驾乘感受也
由此实现。

作为济南人最宠爱的
SUV，斯巴鲁森林人已连续
蝉联进口SUV销量冠军。SUV
+原装进口+全时四驱+水平对
置发动机+主动安全+操控性+

燃油经济性+高性价比+时尚
外观+超大空间+全景天窗=斯
巴鲁森林人，这道“算术题”看
起来相当划算，也奠定了森林
人在进口SUV中所占据的主
力位置，如果，您是喜欢森林
人的朋友，那么购买森林人的
最佳时机已经到来。

超值惊喜：购斯巴鲁全
系送8000元大礼！

豪华大礼：预定XV，乐
享IPAD2！

“喜迎新春、积分换礼”：

即日起至2012年1月21日，世
通黄台4S店积分兑换同等价
值精品活动开始了，请斯巴
鲁车主们不要错过这个机
会。

免费停车：斯巴鲁车主
在泉城路、省体中心内场、中
华名优小吃城指定位置免费
停车；

免费咖啡：山东首家汽
车 主 题 西 餐 厅 — ——
SUBARU·名典，斯巴鲁车主
每天咖啡免费喝，菜金还能
打7折！

质保三年：2012款森林人
全新上市，享质保三年或十
万公里，更可添加93号汽油！
中冀斯巴鲁济南世通专卖
网址：www.stauto.net

经十西路4S店：
87292266 87292255

黄台4S旗舰店：
68854885 68855885

体育中心店：
82056486 85791486

摆平各种路况 SUV就选森林人
斯巴鲁全系送8000元礼包 预定XV送IPAD2

帝豪EC8 BMBS版引领安全新竞界界
EC8指定车型 享万元礼包+一年全车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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