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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起亚 K2 广州车展满誉而归
在刚刚结束的第九届广

州车展上，东风悦达起亚
K2 表现抢眼，不仅受到车
迷的热烈追捧，更征服了业
界与媒体。接连获得“年度
风云经济型轿车”、“年度
时尚车型”等多项重量级大
奖。

自今年 7 月底上市以
来， K2 一直保持强劲的上
升势头，将许多老牌畅销车

型甩在身后。上市仅两月，
销量即已破万，最新 11 月
销 量 更 创 造 新 高 ， 达 到
12 ， 788 辆。至今， K2 上
市仅四月余，销量已经突破
四万六千辆，成为 C1 级车
市中最大的黑马。在本届广
州车展上， K2 凭借其强大
的产品魅力，分别获得了
《重庆商报》、《中国青年
报》、《新闻晚报》、《奥

神传媒》颁发的“年度风云
经济型轿车”、“ 2011 绿色环
保小型轿车”、“年度时尚车
型”、“最受商旅精英欢迎的
家用轿车”大奖。这些国内权
威媒体对于 K2 的肯定，充分
反映了 K2 的卓越品质，无论
是节能环保、整车外观，还
是驾驶舒适性等， K2 都得
到了业界的一致认同。

作为起亚打造的更高品

牌“ K ”系家族中的一员，
K2 代表了起亚最高的造车
水准和智慧。今年国内车市
持续退烧，消费者普遍表现
出了更加冷静的消费态度，
对于车辆的甄别有了更严格
的标准。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 K2 突围而出，凭借的
正是其高品质的整车质量。
K2 的外观设计迎合了中国
年轻族群的审美观念，并且

被赋予了年轻人不息向上的
精神特质，深受消费者的认
同。采用起亚先进的动力系
统， K2 搭载的伽马发动机
供给强劲动力，在充分保障
酣畅的驾驶体验的同时，节
油环保性上亦有突出表现。
此外， K2 2570mm 的轴距
在同级车型中实现了最大化
空间，对于实用性和舒适性
都提供了足够支持。

此次 K2 在广州车展满
誉而归，不仅是对东风悦达
起亚品质造车理念的充分肯
定，同时也让 K2 赢得了更
多的口碑，这些将成为 K2
销量新的助动力。而随着明
年年初 K2 两厢版的推出，
K2 家族必将再接再厉，为
更多怀揣梦想、脚踏实地的
都市年轻一族打造悦行、越
品的汽车生活。

MPV 节油冠军菱智热销
油价的居高不下，让省

油的车型成为大众消费主
流。一些借助先进发动机，在
省油的同时依然保持强悍动
力的车型，受到了消费者的
格外青睐。例如，畅销十年的
经典 MPV ——— 风行菱智，便
以节油冠军的优异品质，实
现了全系热销。

据风行汽车相关人士透
露，进入传统季节性销量旺
季以来，菱智全系车型的销
量都呈现稳健攀升的热销态
势。特别是在“油耗三包”活
动的推动下，以省油不减动
力著称的菱智柴油版车型更
是一派旺销景象。

据介绍，“油耗三包”活
动的具体内容是：在一年半
或 5 万公里之内，如菱智柴
油版车主在用车期间油耗超
过 7L/100km ，经 4S 店专业
技术人员与消费者共同完成
油耗测试证实后，4S 店将补
偿超出部分油价。补偿方式

包括现金、加油卡、维修代金
券等，客户可以自由选择。

菱智柴油版之所以能够
实现“省油不减动力”，主要
在于其搭载了先进的雷默动
力涡轮增压 1 . 9T 发动机。该
发动机采用德国博世电控高
压共轨燃油喷射技术及涡轮
增压中冷和四气门技术，在
提高动力输出的同时，也提
高了燃油经济性。其最大功

率达到 82kw/4000rpm，升功
率达到 44 . 3KW/L ，加之高
达 235N.m 的扭矩表现，菱智
柴油版的动力输出达到了自
然吸气发动机 2 . 5 升的水
准，但百公里油耗仅为 7 升，
比同排量汽油机还省油 30-
40%。

此外，菱智另一款汽油
机车型——— 菱智 M5 惠商
版，也凭借 MPV 节油冠军的

优异品质与超高的性价比获
得了消费者的一致好评。

菱智 M5 惠商版的前身
为 MPV 节油冠军车型，曾经
连续两届蝉联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主办的“中国汽车节油
群英会”MPV 组的冠军。在
冠军车型基础上，菱智 M5
惠商版实施了节油、动力、配
置的三大升级，性价比再创
新高。该车型搭载先进的三
菱 4G94 发动机，百公里综合
油耗仅为 8 升，较同级车型
省油 3 升以上，但起售价仅
为 9 . 99 万元，这一价格创下
了大型商务 MPV 迄今为止
的最低售价纪录。

今年 1-11 月，风行菱智
以月均 2000 台的销量稳居
商务 MPV 市场前三甲。业内
人士分析，在高油价时代，

“MPV 节油冠军”的优异品
质是菱智这一热销传奇背后
的坚实支撑。

CR-V 2011 年销量猛超 60 万辆

东风 Honda 再传捷报，
CR-V 10 月销量永夺 SUV
销售冠军，不仅成为 CR-V
上市以来单月销量之最，也
成为中国 SUV 市场单一车
型单月销量之最。从整体车
市来看，超过 2 万辆的销量
不仅使得 CR-V 雄踞 SUV
市场榜首，更是超越主流中
高级轿车荣登 9 月中高级
车市场销量之冠。

对于 CR-V 来说，销量
达成 60 万辆意味着更为深
厚的市场口碑。在 50 万辆
达成之后，10 月、11 月，CR
-V 分别以超过 1 . 7 万台、
1 . 8 万辆的佳绩连续创造
SUV 市场月销量新纪录。
CR-V 一再创造市场奇迹，
既是东风 Honda 长期以来
坚持精品战略、坚持以品质
传递价值的必然结果，也是
CR-V 符合当前消费趋势
的市场表现。

CR-V 上市以来，凭借
着强大的产品力昭显其“显
性价值”，由于市场需求旺

盛而一直保持着稳定的价
格，从而保障 CR-V 在二手
车交易中不至于“贬值”。同
时，在“隐性价值”(车辆的
使用成本和维修费用 )方
面：CR-V 优秀的燃油经济
性为车主节省大笔油费开
支。

大空间优势一直是 CR
-V 最引为自豪的地方，在
C R - V 初 次 引 入“ 城 市
SUV ”概念之时，大空间就
是其宣传的卖点之一。由于
具备 MPV 般的宽敞空间、
SUV 的通过性和轿车般的
舒适性，CR-V 在上市之后
所向披靡，成为城市 SUV
代言车型。CR-V 大大增加
了后排乘坐人员的膝盖周
边空间；平坦的内舱地面，
更让足下空间摆脱局促，宽
适宜人；而后排座椅放倒的
情况下，CR-V 更是提供了
超乎想象的后室储物空间。
圣诞节将至，东风本田聊城
水城店每周未举行圣诞狂
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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