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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商务轿车市场
的尊崇典范，全新迈腾传承了
一汽-大众汽车一贯的优点，
在拥有众多高科技创新之余，
也为商务人士提供了全方位
的人性化设计，完美诠释了德
系高级轿车的豪华风范，给用
户带来了完美的驾乘体验。

全新迈腾人性化设计特
点最突出的当属宽敞的驾乘
空间。坐在前排，无论是驾驶
位还是副驾驶位，一种开阔的
感觉会让您觉得特别心旷神
怡。全新迈腾对后排乘客的照
顾变得更异常周到了，加长的
轴距全部落实到了后排座上，
且因为座椅经过了全新的设
计，使得后排乘客腿部膝部空

间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可反射紫外线的前风挡

玻璃比传统的防紫外线玻璃
能进一步呵护车内驾乘人员
免受紫外线伤害；12向可调带
按摩功能的驾驶座椅，可以缓
解长时间驾驶带来的疲劳；多
功能行车电脑通过电子显示
屏及时提示各种行驶信息，帮
助驾驶者时刻关注车况、路
况，将驾驶变成一种享受；左
右双区独立控制自动空调能
够根据驾驶者与乘员对室内
温度的不同需要，自动调节；
40：60分体式可翻转后座椅；带
导水槽的雨伞盒；三向防夹电
动天窗；定速巡航系统；带自
动雨水传感器的智能雨刷、第

四代智能防盗钥匙……无不
显示了迈腾利用高科技给车
主带来的人性化关爱。

AutoHold自动驻车功能，
随车辆停驶，自动制动驻车，
让您享有更方便安全的驾驶
体验。在大灯内集成光传感
器，当进入隧道、黄昏时或下
大雨时前大灯自动打开，同时
具有“离/回家”功能。集按键式
启动、遥控功能于一身，可遥
控开启车门及行李厢，弹指间
尽显从容。全新迈腾的扬声器
采用了丹拿音响系统(2 .0TSI顶
配以上级别车型配备)。丹拿音
响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
音响系统之一，10组扬声器以
高达600瓦的输出带来豪华的

听觉感受。
为庆祝一汽-大众迈腾销

量突破80万辆，一汽-大众现启
动“钜惠购车‘8计划’智造财富
无限”感恩回馈活动，以最优
惠的价格，最完美的服务回馈
一贯支持一汽-大众汽车的消
费者，届时莅临展厅，更有精
美礼品相送，敬请把握，具体
优惠如下：

1、标准信贷首付最低20%，
1年0利率，1年以上低利率；

2、弹性信贷首付50%，一年
后结清50%尾款，月供仅需288-
688元；

3、信用卡分期，悦享建行
18期0利息、0手续费，36期0利
息、低手续费；

4、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迈
腾，尊享8000元补贴；

5、全款购买迈腾全系，赠
送价值8000元的三大主险：交
强险、车损、三者30万、车上人
员2万/座、盗抢、以上险种不计
免赔。
润华一汽-大众汽车公园店
销售热线：87299926

山东首佳一汽-大众4S店
销售热线：86167777

山东金宝利一汽-大众4S店
销售热线：67872777

济南庞大一汽-大众4S店
销售热线：87411555

山东银座汽车一汽-大众4S店
全省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0531-96566

15万元价格区间，涵盖
了对动力、舒适、安全等性能
的要求非常严苛的主流消费
人群，他们更愿意把钱花到
实处。15万元价格区间的汽
车市场，汇聚了众多品牌的
热门车型：既有东风雪铁龙
C4L、速腾、英朗GT、福克斯
等主流高端中级车，也有迈
锐宝、索纳塔八、起亚K5、凯
美瑞这样的中高级车。车型
众多，让人一时难以抉择。

鉴于此，我们把活跃在15

万元价格区间的八款热门车
型，从动力、舒适、空间、安全
等方面一一进行了对比，希望
对消费者选车有所帮助。

动力对比

如果用数据来衡量一款
车的动力性能，功率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参照标准。以现
在城市里的日常用车情况，
对于这一区间的家庭用车，
功率能上到100kw就已经足
够强劲了。

从数据看，迈锐宝、索
八、K5、凯美瑞四款2 . 0L车型
的功率表现最出色，不过，燃
油经济性相对差一点，价格
也偏高。

四款 2 . 0 L排量车型之
外，东风雪铁龙C4L 1 . 8L是
唯一一款功率在100kw以上
的车型，价格也比四款2 . 0L

车型便宜一到两万元。功率
表现出色，节油表现上很理
想，总体来说经济性非常

好。也算是一款比较适合家
用的车。

显然，1 . 6L车型的动力
表现虽占优势，燃油经济性
却比较好。速腾1 . 4TSI动力强
劲，搭载的是DSG变速箱。

配置对比

比较发现，C4L、福克
斯的舒适配置最为丰富，电
动车窗、真皮座椅、多功能
方向盘、定速巡航、空调温

度分区控制系统等舒适配置
一应俱全。以C4L为例，搭
载的一些配置，在15万元价
格区间的车上很难看到，如
侧翼可调的航空睡眠头枕。

空间对比

中高级车，索八、K5、
凯美瑞在轴距上有着绝对优
势。中级车的轴距表现整体
不错。C 4 L 2 7 1 0mm的轴
距，在同级车中绝对是佼佼
者；英朗GT的空间也很宽
裕；速腾2651mm的轴距，也
弥补了老款空间上的缺憾。

安全对比

很明显，受困于15万这
个价格区间，2 . 0L排量的在

安全装备上集体让位于其他
几个排量车型。C4L 1 . 8L和
福克斯三厢1 . 6L的安全配置
最为全面，其次就是速腾
1 . 4TSI。不过，有消费者反
映，驾驶过程中，有些车型
的A柱会遮挡驾驶者的视
线，存在左转盲区，希望大
家在开车的时候多一份警
惕。

综合点评：在15万元价
格区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现
象：消费者经常为“是选中级
车的高配，还是选中高级车
的低配”而犹豫不决。不过，
业内有这样一个习惯“买车
就买中高配”，这一点，买过
车、开过车的人体会更深。

(海立)

“超值”才是硬道理
八款15万元主流车型推荐

6月17日，由司法部、商
务部等重要国家部门团委领
导以及知名企业团委领导组
成的26名精英团代表，清华大
学等全国主流高校的40名大
学生记者，以及“最美启辰车
设计大赛”的6名优胜者，一同
来到东风日产花都生产基地，
共同参与“东风日产·青年
日”的系列参观采访活动。

据悉，“东风日产·青年
日”是由东风日产举办的一
次大型青年精英探秘东风日
产的活动。青年大学生代表
了象牙塔中的未来一代，而
全国青年精英又是青年人群
中的意见领袖。本次“青年
日”活动旨在加深青年群体
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认识和理
解，激发青年群体更多的灵
感与激情；同时，强调青年力
量在实现汽车强国梦的重要
作用。商务部直属机关团委
书记邓勇表示，通过“零距
离”接触，我们感受到东风日
产朝气蓬勃的正能量，一大
批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年
轻东风日产人，让我们看到
了青年力量的实干与冲劲，
而这些，正是实现伟大中国
梦的重要推动力。

作为东风日产青年日活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美启
辰车设计大赛”经过1个月的
赛程，征集了 1 6 8件设计作
品，并由7位专家对作品进行
了认真评审。活动当天，举行
了最美启辰车设计大赛颁奖
礼，6名荣获“最美启辰设计
师”的优胜者，将收获的喜悦
留在了东风日产。

据评委表示，参赛者的
设计水平都非常高，不少富
有新意的设计更达到专业水
平。东风日产市场营销总部
专职副总部长叶磊表示，“最

美启辰车设计大赛”创造了
一个释放青年创新力量的平
台，也是中国合资自主品牌第
一次向青年学生们发出设计
人才征集令。它不仅是对青年
学生创新激情和创意视觉的
一种激励，更是东风日产创新
精神的一种延续与升华。

青年日活动当天，精英
团代表还以“工业梦·青年的
力量”为主题，与东风日产高
层进行了深度沟通。司法部
直属机关团委书记刘越表
示，青年人的锐意进取，在东
风日产这个平台上表现得淋
漓尽致，为企业的持续创新
带来了无限活力，是整个行
业创新力量的最好样本。

东风日产敢于启用，善
于培养，放手使用年轻人，充
分释放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拼
搏精神，是东风日产屡创行
业奇迹的奥妙所在。“青年强，
则企业强，企业强，则工业强，
工业强，则国家强，东风日产
青年的力量，让人看到了中国
汽车强国梦的希望和未来。”
交流会上，中国青年报社副
总编辑毛浩总结道。

作为一家年轻企业，东风
日产员工平均年龄仅为27岁。
这些年轻的东风日产人，撑起
东风日产十年从0到450万的产
销规模，年产值近千亿，稳居

行业前五的行业发展奇迹。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

表示，“从前端的研发设计，生
产制造环节，再到后端的营
销、服务领域，我们都有一大
批优秀的年轻人，带动东风日
产全价值链的创新。”通过行
业间的交流推广，东风日产青
年力量的创新成果，还间接推
动了整个汽车行业的进步。

“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
能把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
远见的企业，也应该把青年
看作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在
东风日产身上，我看到一支
年轻、有冲劲的‘青年近卫
军’正在打磨成型。青年一代
或将成为东风日产新十年发
展的强劲引擎，甚至是中国
汽车梦的中坚力量。”商务部
直属机关团委书记邓勇在青
年日活动中表示。

经过两天短暂的交流和
参观，东风日产青年日活动
落下了帷幕。对于这些青年
精英和大学生而言，这只是
他们认识东风日产、认识中
国汽车产业过程中的一小
步。但对于中国汽车产业来
说，东风日产所投射出的锐
不可当的青年力量、创新精
神，恰恰是实现中国汽车强
国梦过程中，最值得期待和
鼓励的一大步。 (未然)

一汽奔腾首款都市SUV
X80自5月上市以来，便凭借
自身优势赢得了众多消费者
的关注，为更好地满足消费
者的关注热情，一汽奔腾于6

月22日在山东奥能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举办了以“城
市生活悦享汇”为主题的X80

试乘试驾品质体验活动。
活动现场人气十足，众

多参与活动的客户以蓬勃的
热情和非凡的车技见证了
X80的精彩魅力。S弯绕桩、
直线加速等项目让驾乘者过
足了瘾，并在驾驭快感中全
面体验到了X80超越同级别
车型的动力性、操控性、舒
适性。

360°全方位体验

演绎X80卓越性能

除了精彩丰富的试驾体
验之外，现场专业讲师配合
X80实车进行了生动的卖点
讲解；同时静态展示车辆让
客户零距离观赏体验X80时
尚、舒适等众多卖点与品质，
活动现场，客户不仅收获了
丰富的礼品，更加深了对X80

核心优势的认识。

五大领先优势

成就高品质都市SUV

据悉，此次活动的精彩
演绎得益于奔腾X80的一系
列产品优势，凭借先进平台、
时尚外观舒适内饰、可靠安
全、丰富配置、卓越品质等五
大核心优势成就出高规格都
市SUV。

先进平台——— 奔腾X80

的优势首先源于先进的B级
车平台，搭载中国一汽全新
研发的ET3系列高性能全铝
合金发动机、最先进的爱信
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使得
X80在动力、节油、舒适方面
远超同级车。

时尚外观舒适内饰———
奔腾X80的外观以“雄鹰展
翅”为设计灵感，融入了更多
的流行元素；兼顾宽敞舒适
的内部设计，X80的头部及腿
部空间领先同级。

可靠安全——— 通过C-
NCAP五星安全测试，奔腾
X80拥有3H加强型车身结构、
高强度车身钢板、AFS前大
灯自适应调节系统、Bosch第
9代ESP系统等多重主被动安
全配置。

丰富配置——— 搭载智能
钥匙一键启动系统、智能灯
光系统、电子驻车系统以及
人机交互系统等丰富的高科
技配置，奔腾X80为车主打

造了一辆充满智慧的智能座
驾。

卓越品质——— 奔腾X80

在开发过程中经过了多项严
苛的开发验证，完成了车身
及底盘坏路耐久性、动力总
成可靠性、地区适应性等多
个试验项目，表现优异。

X80的五大核心优势在
此次试驾活动得到了充分的
验证，并受到了客户的一致
认可。试驾结束之后，许多客
户积极地交流试驾感受并进
行了深刻的探讨及咨询，相
信亲身体验之后，X80将赢得
更多的市场认可。
详询山东奥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
电话：0531-88931008

地址：济南市历下区工业南
路60-4号

炎热的天气下，以中高级
轿车标准打造的家庭多功能
轿车逸致，就是一款即便是在
炎炎夏日开车出行，也能为车
主带来理想油耗表现的车型。

工信部的测试显示：逸致
2 . 0 L车型综合工况油耗仅
7 . 7L/100KM，这样的油耗表现
在这个排量的车型中相当出

色。而能够拥有这样的好成
绩，主要得力于逸致所拥有的

“双VVT-i发动机+CVT”铂金
动力组合。并且，逸致还可通
过“ECO节油驾驶显示系统”
引导车主养成良好的节油驾
驶习惯，进一步实现低油耗。
测试显示，安装了该系统的车
辆，平均可节省10%-20%的燃

油量。另外，逸致采用较好的
宽体低俯车身设计，使其风阻
系数仅为0 . 295，对降低油耗大
有帮助。测试显示，同等速度
下，风阻系数每下降10%，燃油
就可节省7%。此外，逸致还舍
弃了耗油的225mm宽胎，采用
205/60/16的主流轮胎尺寸，省
油效果进一步提升。 (晓岩)

高温带来高油耗 逸致应对有招

一汽奔腾X80
“城市生活悦享汇”完美落幕

青年力量托起中国汽车梦
——— 全国青年精英、高校学子零距离探秘东风日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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