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5

2013年12月9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张潇然 美编：魏巍

12月3日，售价仅
为5 . 98万元的东风风
神S30感恩版在“人居
城市”山东威海感恩
上市。东风风神新S30

代言人，著名主持人
孟非亲临现场助阵，
与东风风神车主亲
密互动，并现场签售
新车，掀起上市现场
高潮。

记者在东风风神
德州金瑞专营店了解
到，S30作为东风风神
首款产品，面世四年
来广受消费者喜爱，
是成功征服五大洲的
英雄车型，拥有客户
驱车行驶45万公里无
大修的品质保证。本
次上市的S30感恩版，
售价突破中级车底
线，为消费者带来实
在的感恩与回馈。

S30感恩版在空
间、配置等方面超出
期待，领先于同级车
型，凸显超值性价比。
S30感恩版车身尺寸为
4526mm×1740mm×
1466mm，是同级车型
中车身最宽大的车
型 ,2610mm超长轴距
与675mm超宽后排腿
部空间，营造出宽裕

的驾乘空间。在储物
空间方面，全车有多
达30多处贴心储物空
间，后备箱容积达到
487L，让空间利用率达
到极致，绝对满足日
常用车空间需求。

S30感恩版配置
以 实 用 舒 适 为 主 ，
LED尾灯、方向盘前
后调节、3 6 0度伴我
回家灯、防紫外线 /

隔热玻璃等实用便
捷配置俱全，全车采
用环保安全的材质
用料，带来健康舒适
驾 乘 体 验 。动 力 方
面，S 3 0感恩版搭载
与标致308同样的成
熟动力系统，动力性
能和油耗表现有口
皆碑。

时值年底，东风
风神适时推出5 . 98万
元S30感恩版车型，感
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东
风风神德州金瑞专营
店咨询。业内人士分
析，东风风神以“品
质、超值”反哺消费
者，为消费者带来更
超值的选择，让其轻
松实现汽车梦的同
时，有望在冲刺阶段
实现更大的突破。

12月8日 ,“春节去哪儿？东南汽车邀您一
起玩！”东南新朋友联谊会活动在德州阳光东南
汽车A级旗舰店举办。活动旨在吸引消费者关
注、保持与潜在客户的联系、抓住春节期间客户
活跃的特点，提升东南汽车品牌在德州市场的
知名度。

斯柯达New Superb速派
打造品质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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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东风悦达起
亚新K5德州上市会在德百
批发城圆满落幕。众多媒体
嘉宾共同见证了新K5的巅
峰格调和典范魅力。

由国民偶像吴秀波代
言 的 新K 5 ，拥 有 2 . 0 L 、
2 . 4L与2 . 0T三种排量，共
推出10款车型，价格区间为
15 . 98万—24 . 98万元。新
K5是领航K系列产品的旗
舰车型，也是引领东风悦达
起亚品牌力向上突破的破
局之作。它凝聚了起亚领先
的造车理念和尖端科技，首
次搭载“T-GDI”涡轮增压
发动机，集独步领先的动力
性能和尖端行驶模式控制
系统于一身，专为新世代精
英阶层度身打造。

新K5汇集灵感创想，
将“简约直线美学”发挥到
极致，尽显典尚之美，傲领
时代新局。新K5的菱形前
雾灯更具质感，用简练的线
条勾勒出前卫、动感的形
象;锐利的鹰眼前大灯配以
提至灯眉处的LED日间行
车灯，奢华之余更显独到之
处;整车前灯组与经过改进
的前中网和进气格栅相映

成辉，构建出凝聚气势与张
力的全新虎啸式前脸;身侧
镀铬装饰条配合18寸动感
镜面轮毂的精致设计，营造
出光影交错的豪华质感，光
线与线条的细腻调和造就
了尊贵品位，也为驾车增添
一份乐趣。

新款K5车身尺寸依旧
为4845mm× 1830mm×
1460mm，轴距为2795mm，
全系车型标配投射式前大
灯、电动调节外后视镜带辅
助转向、无骨雨刷；除低配
的两款车型外，其余车型均
配备电动折叠带加热功能

的外后视镜、全景天窗以及
LED日间行车灯等。新款
K5新增的尾部LED组合大
灯只有每个动力的顶配车
型才会配备。

内饰配置方面，新车全
系标配多功能方向盘、皮质
座椅以及外接音源接口等；
除两款低配车型外，其余车
型均配备带TFT液晶显示
屏的仪表盘、镀铬内把手以
及双区独立自动恒温空调
等；中高配车型还配备后排
摄像头、后排座椅加热、前
排通风座椅以及DVD+导
航系统等。另外，新车还全

系标配了全尺寸备胎。
在安全配置方面，新款

K5与旧款车型基本相同，
全系标配双安全气囊、部分
车型还配备有侧气囊和侧
气帘，倒车雷达、上坡辅助
以及车身稳定控制系统都
能在新款K5车型中看到。

新K5的到来，必将再
次成就中高级轿车的全新
标杆，开创东风悦达起亚

“T动力”的全新时代！
德州华耀
销售热线：0534-839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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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上市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

精心打造的全新旗舰车型，
New Superb速派融汇了百
年斯柯达造车精华和大众
汽车集团先进技术，凭借时
尚雅致的设计和优越高效
的性能赢得众多消费者青
睐，特别是众多跨级的智能
配置将科技与人性化关爱
完美融合，带来高品质的驾
乘体验，深受消费者喜爱。

New Superb速派配备
了领先同级车型的 P L A
2 . 0智能泊车辅助系统，配
合车身上的12个雷达传感
器以及智能倒车影像系统
和数字式无盲区PDC倒车
雷达，帮助车主特别是新手
轻松实现安全、便捷驻车。
New Superb速派全系配备
了晶璨水晶切割双氙气大
灯，前大灯还拥有诸如AFS
随动转向、弯道灯光随动转
向、坡道高度自动调节、前
雾灯转向辅助照明等全方
位的照明辅助功能。

在娱乐系统上，New

Superb速派提供了智能语
音多功能导航系统、6碟CD
娱乐播放系统以及单碟CD
娱乐播放系统三种选择。全
系配备了高保真八声道立
体环绕音响，前后排两侧各
有两个中低音喇叭和两个
高音喇叭；标配的AUX IN
接口和SD卡槽，可以直接
读取各种SD卡、手机以及
便携音频播放设备连接中
的音频文件；更标配同级车
型中罕见的后排220V电源
接口，满足车内人员对笔记
本电脑、车载冰箱等电子产
品的使用需求。New Su-
perb速派的音响还具备独
特的音场中心自定义功能
和GALA随速音量自动调
节功能，让不同座位上的人
都能随时随地享受到最优
质的音响效果。此外，New
Superb速派标配的蓝牙手
机系统能同时匹配和存储
五部手机的蓝牙信息，并可
以通过多功能方向盘上的
控制按钮接听电话，轻松实

现车内免提通话。
New Superb速派的前

后排一触式电动防夹车窗
采用了贴心的人性化设计，
侧车窗及后风窗都装有遮
阳卷帘，大大提高了车内的
舒适度和私密性；遇到雨
天，雨量传感器侦测到雨滴
后，车窗及天窗都将自动关
闭，避免车辆进水；全车的
绿色隔热玻璃能有效降低
车内温度，提高空调的工作
效率，降低车辆能耗。此外，
New Superb速派的双层电

动防夹天窗具有倾斜打开
和全部打开两种模式，倾
斜打开时能利用负压原理
达到通风换气的效果，即
使在雨天也能享受到良好
的车内光线及空气质量。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
全新推出的主流高级轿
车，New Superb速派以跨
越同级的智能配置引领旗
舰风范，为消费者带来非
凡的品质体验。
德州众捷
销售热线：0534-237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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