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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速您的生活质量

奥轩G5搭载的4G69S4N发动机，采用德

尔福电喷系统，是日本三菱技术与德尔福先

进发动机管理系统的完美组合，具有功率

大、低油耗、低排放等优点。450个小时的疲

劳耐久试验，及日本三菱公司制定的发动机

耐久考核标准执行，保证了4G69 S4N发动

机所具备的良好品质。

在车身尺寸方面，奥轩G5长宽高分别

为4640/1815/1800mm，2745 mm的超长轴

距 ,空间超您所想。您还可以通过将后排座

椅进行折叠，从而进一步扩大其后备箱空

间。超静音效果，是奥轩G5的一个突出亮

点。据了解，德国汉高公司对该车进行了整

车NVH优化设计，在怠速测试环节，奥轩G5

的怠速噪音仅为42分贝，这个结果非常让人

满意，让乘驾者坐在奥轩G5的车厢内感觉

非常安静与舒适。

奥轩G5，在菏泽齐鲁晚报冬季车展首

次亮相，欢迎广大车友爱好者到位于黄河东

路车管所东菏泽盛迪店赏车试驾！(张虹)

广汽丰田菏泽朗巍明博开发区店：
科技巅峰之座，创领卓越人生。第七代

凯美瑞领世君临，震撼上市！热诚欢迎新老
客户到店赏车，更有逸致模仿秀决赛等着
您！地址：黄河东路1198号车管所东100米
菏泽鸿运中华4S店：

菏泽鸿运中华4S店年底大奉送，所销
售的所有品牌均享受团购价，中华部分车
型最高优惠15000元，金杯海星27500元起，
福田皮卡56000元起，南京依维柯、华晨金
杯、福田风景均有特大优惠.....

菏泽润华丰田4S店：
菏泽润华丰田本年度最后一次超级钜

惠抄底疯狂促销活动将于12月25日下午2点
半准时开始，你来参加活动，我们帮您出油
费。到店客户更有机会获赠万元礼包和普
拉多车模等十重豪礼。
菏泽润通别克4S店：

“庆圣诞·迎元旦”购别克全系均享专
属豪华大礼活动截止至2011年12月31日
菏泽润艺雪佛兰4S店：

爱唯欧：来店试驾获精美礼品和500元
装具代金券；定、购送800元港澳游代金券两
张。
东风风神菏泽宏邦4S店：

东风风神0利息0手续费0担保分期活动
火热进行中……
菏泽金圣达长安4s店：

菏泽金圣达长安悦翔4S店：迎新春，送
大礼。现购买长安悦翔最高享受5000元优
惠，还有精美大礼包相送。
中汇集团荣威MG菏泽荣盛4S店：

超人气潮车MG3 首付1 . 39万 2年0

利率的活动将在12月31日截止，希望准车主
朋友们抓紧机会出手。另外，荣威350迎春版
还剩1辆，荣威550迎春版还剩4辆。咨询电
话：0530-5702000

菏泽正通悦达起亚4S店：
圣诞节，秀尔温暖促销，购指定秀尔车

型可享8折优惠，更可获赠精美12件套或7件
套。
菏泽铂程一汽佳宝4S店：

一汽汽车下乡了，两轮换四轮，四轮换
四轮，以旧换新活动进行中
东南汽车菏泽聚兴4S店：

东南得利卡、C1希旺、V3菱悦，周末订
现车送超值豪礼！到店即有好礼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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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品质新高度——— 奥轩G5大境界

继莲花L5 Sportback在上海
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举
激情上市、莲花L3全系官方大
幅降价1 . 5万元之后，顺利完成

“与同级别韩系车相当”的品牌
定位调整。为回馈消费者一年
来的关注和支持，莲花汽车菏
泽英联4S店在圣诞节到来之
际，再次强势推出大幅回馈消
费者的岁末优惠活动——— 5折
秒杀加全城团购。

四轮秒杀
5折可购世界记录车

即日起至2012月1月22日，
登陆汽车之家和易车网“青年
莲花五折秒杀”专区，就能通
过限时秒杀赢取半价购买莲
花L3、L5的机会。除可5折秒杀
莲花汽车外，Iphone4s、Ipad、
4000元旅游基金、500元加油卡
等丰厚奖品等你秒！
全城热购

全系车型给力团购

未能秒杀成功的消费者，
可参加青年莲花汽车岁末团
购钜惠活动。即日起至2012年1

月22日，凡报名参加青年莲花
汽车团购活动的客户，均可享
受莲花L5团购价，全系车型团
购优惠 1 . 2万元，最低售价
87800元起；莲花L3全系车型团
购优惠6000元，最低售价68600

元起。

感恩回馈
老客户独享圣诞大礼

在举行秒杀和团购钜惠
的同时，青年莲花汽车还将为
莲花L5的老客户送上圣诞厚
礼，老客户除购车时由厂家直
接赠送价值6000元9060活动潮
人电脑、潮人运动装备外，此
次圣诞感恩活动，厂家还将再
向L5现有客户赠送价值3000

元的10次免费保养。 (赵娜)

莲花汽车
“圣诞感恩 5折秒杀 全城团购”

北京现代菏泽通源店诚
邀请您参加“后备箱文化节邀
您一起来赶集”活动，这个周
末，咱们一起狂欢庆圣诞吧！

12月24，丰源集团菏泽通
源店联合举办的“汽车后备箱
文化节”活动，第一站将走进
菏泽市帝都花园，周边小区居
民均可以参加。

如果您家中有久置不用的

东西，就可以拿到此次后备箱
文化节上来，让这些东西再次
流通，方便他人也快乐自己。
活动中，车主之间可以自由买
卖交换物品，也可以分享品鉴
物品，还能获得活动主办方赠
送的礼物。
活动主要内容：

物物置换：所有参与者可
以互相协商，达成一致后可以

相互交换家中闲置物品。
捐赠：活动结束后，邀请

领导现场发言，宣布并亲手将
活动所得捐赠给菏泽红十字
会。

义卖：前期接受媒体报名
邀约当地零售店老板进行义
卖，所有现场物品卖到的费用
的15%捐赠给菏泽红十字会。

新车展示：现场配套新车

展示，供意向客户赏车。
二手车评估：小区内所有

车辆均可开到活动现场参加
免费评估。

有礼相赠：所有来参加活
动并准备物品的车主还将额
外得到礼物套装一份。

12月24，一起到菏泽市帝
都花园，参加“汽车后备箱文
化节”吧！ (张虹)

菏泽通源店
邀您参加汽车后备箱文化节

12月17日，东风风神2012

款在齐鲁晚报菏泽冬季岁未
精品车展上完美上市。刚刚上
市，这款车就受到了消费的热
棒，当场定购十余台。

风神S30/H30 2012款售价
6 . 98万元起，较2011款优惠6000

元，加上升级改进项目中4500

元的价值提升，2012款车型提
升价值达10500元。同时，为了
满足城市自由时尚族群用车
需 求 ，东 风 风 神 推 出 H 3 0
CROSS 2012款尊尚版，售价
75800元。凭借优异的性价比，
2012款H30 CORSS成为名副
其实的“自主CR-V”。

风神S30/ H30 CROSS/
H30 2012款五大升级大大提

高风神品质，性价比超值。其
中S30进行了26项改进，H30进
行了25项改进，H30 CROSS进
行了18项改进。

外观方面，风神S30和H30
2 0 1 2款采用新格栅搭配新
LOGO造型和全新车窗高亮镀
铬装饰条，搭配晶钻双光卤素
前大灯和时尚晶钻尾灯组，车
型流光溢彩，绽放光芒。

空间方面，风神S30和H30
2 0 1 2款具有领先同级车的
2610mm长轴距，为驾乘者提
供超越期待的享受。全新高品
质副仪表盘、多功能方向盘带
音响控制、新增的太阳眼镜盒
和前排中央置杯座、487升超
大行李箱和行李箱下部的储

物格等，产品
具备宽绰空
间 ，超 然 舒
朗。
动力方面，先
进 的 A S I N
Step-gate智
能自动变速
器、PSA五档
手动变速器
和精心设计
的减震系统
等，保证S30和H30 2012款的
驾乘者始终畅意前行。

配置方面，高级多功能真
皮方向盘增强了产品的品质
感，ISO Fix儿童安全座椅固
定装置提高了产品的安全性，

四探头高灵敏度倒车雷达等
新增配置等则为产品带来全
新科技感。凭借全部超值配
置，风神S30和H30 2012款堪
称风神族群品质生活的超值
之选。 (晓璐)

东风风神2012款完美上市

菏泽有奥迪4S店了！
菏泽有奥迪4S店了！一汽

-大众奥迪菏泽世泰4S店正在
试营业。

“突破科技，启迪未来”历
经百年历史的奥迪落户菏泽，
菏泽爱车者可到位于黄河东
路的一汽-大众奥迪菏泽世泰
4S店过渡展厅赏车试驾，品鉴
奥迪全系车型了！

一汽-大众奥迪菏泽世泰
4S店是经奥迪专业培训认证、
目前维修车间配备标准齐全
的专用设备及专用工具已经
到位，经过厂家培训的专业售
后人员也开始为菏泽的广大
奥迪新老客户进行服务了。以
前菏泽没有奥迪4S店时，菏泽
的很多奥迪车主不得不去外
地保养车辆，既费时又费力，
如今，奥迪4 S店建到了家门
口，奥迪品牌将会为菏泽人提

供更为优质的产品与卓越的
服务

据了解，一汽-大众奥迪
菏泽世泰 4 S店总投资近 1亿
元，按照奥迪最新标准建设，
占地面积26668平方米，，是集
品牌体验、车型展示、新车销
售、售后服务和奥迪品牌二手
车置换于一体的奥迪标准城
市展厅。

世泰相关负责人介绍，
经过奥迪专业培训认证的菏
泽世泰4S店的工作人员在服
务理念上，追求“以心悦心”，
不仅致力于满足客户的一切
需求，更以追求顾客全方位
的身心愉悦为最终的目标。
通过全球领先的技术系统向
顾客提供了最智能、最透明
的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向顾
客提供奥迪假日服务、季节

性服务、24小时救援服务、灵
活维修等灵动化服务。

最后世泰相关负责人表
示，奥迪品牌就是一种承诺，
承诺将其定义的“最好”奉献

给消费者。作为奥迪经销商，
将致力于从高起点做起，为菏
泽客户提供全球统一标准的
售前、售后服务。

（盛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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