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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车界·车市

8月26日，山东唐骏欧铃汽
车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新
高端轻卡车型T3在淄博正式
发布，并同时启动“穿越中国
线，唐骏汽车带您走遍全国”
系列公益活动。T3上市标志着

唐骏汽车集团拥有了与世界
同步的高端轻卡技术，也标志
着唐骏汽车正式开启向高端
轻卡进军的新纪元。 国家工
信部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
高国有部长说：“高端轻卡T3

的面世必将改变高端轻卡的
现有格局，高端轻卡市场将出
现多强对决局面，唐骏汽车将
以更耐用、更安全、更舒适的
高端品质和高端体验在竞争
中站稳高端市场。” (迎春)

9月6日-9日，2012齐鲁秋
季车展将在济南高新区国际
会展中心隆重举行，雪佛兰将
携全明星阵容亮相秋季车展。
神秘的真人版大黄蜂、美系经
典跑车科迈罗也将现身雪佛
兰展台，为消费者带来看车、
赏车、购车的年度饕餮盛宴。

科鲁兹、爱唯欧引领热
爱空前钜惠

本次车展，雪佛兰新生
代性能中级车领袖科鲁兹为
回馈消费者的厚爱，特推出
9 . 58万元购车优惠活动；“新
生代越级风尚小车”爱唯欧
全系车型均有不同程度现金
优惠，最高可达1 . 2万元！

截至7月底，科鲁兹累计
销量已突破65万辆，连续34个
月单月销量过万，在上市三

年多的时间中，成就中级车市
场分野之作。诞生于通用全球
最先进的紧凑型中级车平台
的科鲁兹，简约干练的线条勾
勒出富有动感的车身，搭配技
术领先的Ecotec DVVT发动机
和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并由
通用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主导
悬挂设计和底盘调校，还有
EPS电动随速助力转向系统和
ESC电子稳定系统，极具驾驶
乐趣。在Euro-NCAP的测试
中，科鲁兹成为Euro-NCAP

自1997年创建以来唯一在这
两项碰撞中同时取得满分的
车型，表现堪称完美。

而下探到6万元区间的
爱唯欧，以越级配置与环球
五星安全在细分市场中热
销。爱唯欧采用多在中级车

中才配备的 1 . 6 L E c o t e c
DVVT发动机，匹配同级罕
见的 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越级”动力组合使性能更优
越。另外，爱唯欧的车身采用
BF I一体化结构，全车超过
64%的部位使用高强度及超
高强度钢材，最高屈服强度
达到1250Mpa。高标准、高强
度的整车安全，令爱唯欧连
续获得欧洲、美国和中国四
大国际权威碰撞机构的最高
安全评级，成为同级车中唯
一包揽“国际安全大满贯”的
环球五星安全车型。

雪佛兰展台星光璀璨
全系车型感恩回馈

雪佛兰中高级旗舰迈锐
宝全系优惠2万-2 . 5万元，首
创15万元内欧美高级车驾享

体验；全系入围“节能产品惠
民工程”的新赛欧，是小车中
的节能标兵，以细分市场销
量第一傲视群雄；新景程则
凭借其全面提升的动力表
现、超大舒适空间、丰富多样
的高配置，以及极具竞争力

的价格，成为中国中产阶级
的两全选择；此外，都市力量
SUV全新科帕奇、“大黄蜂”
科迈罗……众多车型足以满
足消费者对于汽车生活的美
好构想。

金秋车展，上海通用雪

佛兰携全车系重磅出击，5万
-50万元车型总有一款适合
您！，更多惊喜请洽济南雪佛
兰经销商。

雪佛兰车展展位：济南
高新区国际会展中心2楼B3

展位

一年一度的齐鲁秋季车
展即将揭开神秘大幕，金九
银十下的购车季又将到来，
与此同时，东风日产也将迎来
全国10年400万车主的辉煌时
刻，作为历届车展的“订单收
割机”，大友集团重磅推出“彪
悍礼遇 十重大礼”的超级礼
遇。车展四天，天天都有特价
车，订车就送车膜，优惠幅度
冲击全馆最高！“超级大乐
透”、“济南高声音”等数个互
动促销游戏HIGH翻现场氛
围！让您在热闹的车展现场感
受不一样的刺激与畅快！

GTR助阵 展现澎湃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公路战
神”日产GTR切割车将重磅
亮相本次车展，GTR被誉为
是一台让任何人、在任何时
间和任何地点都可以激情驾
驭的超级跑车，而切割车的
角度将让客户从各个角度去
聆听超级跑车的脉搏！

新轩逸牵手“齐鲁第一车模”

齐鲁车展期间“高富帅”

的新一代轩逸将牵手齐鲁车
模大赛冠军选手，一同抢占
车展优惠“最高点”。东风日
产新一代轩逸凭借全新的配
置、全新的价格，得到了广大
市民的高度肯定，新一代轩
逸与同级别车型相比，从动
力、操控、空间、配置四个方
面完胜对手，处于行业绝对
领先水平，是以“绝对领先的
四大亮点”打造出的“史上最
强中级车”！齐鲁车展，看“高
富帅”新一代轩逸牵手“齐鲁
第一车模”，惊世登场！
活动链接：

您小区门口的日产之家
济南银大友二环南路专营店，8

月31日-9月5日邀您共享购车
惠。

1 .特惠车型放“价”，到店
就有礼。

2 .购车七重礼，还可抽取
电饭煲、豆浆机、茶具等奖
品！

3 .保有客户转介绍购车
成功可获200元会员积分及大
礼包电饭煲一个。

4 .预约售后维修保养即

享预约礼，并尊享多项专享
特权及优先服务！
详情咨询：
东风日产章丘大友明店：
83788888

东风日产经十西路大友店：
88880000

东风日产经十东路龙腾店
88882222

东风日产工业北路金大友店：
82798888

东风日产省体育中心店：
82039888

东风日产工业南路店：
69927777

东风日产匡山汽车城店：
87111188

东风日产二环南路银大友店：
87580666

东风日产平阴翠屏街店：
87876655

东风日产济阳开元大街直营店：
81175808

东风日产商河钱隆汽车城直
营店：
84800158

大友集团服务热线：
88886888

在凯迪拉克品牌诞生
110周年之际，润华凯迪拉
克也迎来了六周岁生日。为
回馈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厚
爱，润华凯迪拉克特推出店
庆购车季，助您轻松购车。

无忧置换季

值此店庆之际，润华凯
迪拉克推出无忧置换季：置
换升级凯迪拉克SLS赛威车
型 ， 只 要 旧 车 车 龄 在 3 年
内，车价不超过20万元，符
合置换条件二手车原价回
购。润华凯迪拉克均将以原
车价回购，免去您处理旧车
的烦恼，让您轻松坐拥凯迪
拉克的强劲动力与豪华气
度，驾驭辉煌人生路。

轻松购车季

新近上市的凯迪拉克

SRX 66号公路开拓版，增配8

项特别订制的装备，使得那
份始于66号公路的开拓风范
彰显无遗。在车顶，加装了66

号公路订制行李架。而车头
及车尾均增加了运动前、后
防护板。此外，新增运动前护
板后，车辆行车的接近角得
以提升，从而拥有更佳的通
过性能。特别订制的注油口
装饰盖，流线设计与车身腰
线浑然一体，令车身动感得
以自然延续。位于车身两侧
的贵宾级登车踏板，镌刻有
Cadillac质感文字，连同座舱
内的前后专属贵宾脚垫，令
乘坐者倍感尊贵贴心。安装
于四扇车门底部的定制LED

投射灯，夜间可在地面上清
晰投射出凯迪拉克徽标，纵
使夜晚行车也能处处安享悉
心呵护。车尾专属66号公路

徽标更令公路行者们在路上
纵横驰骋时，充分展现出这
款限量版车型的独特风范。

润华凯迪拉克为迎合消
费和需求，推出一系列的轻
松购车金融方案，首付15万
元，月供88元即可轻松坐拥
凯迪拉克SRX 66号公路开
拓版，另有“5050”无忧智慧
贷款、低首付低月供贷款等
多种购车金融方案。润华凯
迪拉克将为您量身订制多款
购车方案，多种组合助力轻
松实现豪华SUV驾乘梦想。
详情请洽：
润华凯迪拉克高新店
地址：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世纪大道1号
品鉴专线：0531-88828686

润华凯迪拉克经十西路店
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239号
品鉴专线：0531-87299969

8月3日，东风Honda在北
京举行了CR-V第70万辆交
车仪式。全新CR-V自今年2

月份上市以来，不到半年时
间销量就突破10万辆，成就
CR-V达成10万辆的最快速
度。这个速度让CR-V成为国
内首款达成70万辆的中高端
SUV车型，而相伴其成长的70

万CR-V车主则见证了CR-V

的王者历程。从2008年到2011

年，CR-V连续4年占据了中高
端SUV市场销量冠军的位

置，成就“销量第一、安全第
一、节油第一、质量第一、产品
魅力第一、环保第一、保值率
第一”7个NO. 1的至高荣耀。
连续多年来在产品和市场上
的领先地位，已经使得CR-V

拥有了坚实的口碑，不少全
新CR-V车主都是在亲朋好
友的推荐下购买的。上海一
家电台主持人余小姐就表
示：“我一直想要的车，它不单
只是一个代步的工具，还要
时尚、大气、环保，不少身边的

朋友向我推荐CR-V，我就已
经很动心了。全新CR-V上市
后我最终被打动了，刚刚开
了几个月，我也开始向身边
的朋友推荐CR-V。”对70万车
主而言，与CR-V的深厚感情
已经形成了坚实的口碑力
量，伴随着CR-V一路成长、
一路超越，最终成就王者地
位。不断开拓是CR-V品牌与
生俱来的属性，接下来CR-V

即将乘着70万口碑的东风，
成就新的高峰。 (魏美)

唐骏新款T3系列轻卡上市

70万车主见证CR-V王者荣耀

润华凯迪拉克助您无忧置换 轻松购车纵横齐鲁车展 就选东风日产
——— 东风日产彪悍十重大礼，威震齐鲁车展

雪佛兰惠动泉城 热爱无处不在(车展雪佛兰报道二)———

科鲁兹、爱唯欧引领热爱 炫酷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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