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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12月16日，上海大众菏泽
众望4S店组织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探秘仪征工厂活动。因全新
桑塔纳荣耀被指定为驾驶证驾
考专用车，菏泽众望店特意组
织以菏泽各大驾校校长为主的
全新桑塔纳至真观察团。此次
活动由菏泽乘用车有限公司刘
丰勇书记亲自带对队，近20名
驾校校长及各大主流媒体记者
一同走进仪征工厂，探秘全新
桑塔纳背后的真挚践行。

“至真观察团”在上海大众

厂家讲解员的陪同下，第一站
来到了培训中心。第二站是冲
压车间，建筑面积达5万多平方
米，主要生产各种自制冲压件。
第三站是车身车间，建筑面积
约10万平方米，同时生产包括
全新桑塔纳在内的三种车型。
整 个 车 间 随 处 可 见 的

“KONZERNFRAMER”标志代
表着来自大众汽车总部沃尔夫
斯堡的专业水准，由哈肯伯格
建立的模块化横向矩阵生产线
运用其中，奥迪也是采用了这

一标准。最后一
站到达技术中
心，这里是上海
大众质量控制
当中重要的一
个环节，用于监
控下线后的车
辆的各项性能，
每天都会在下
线的车辆里随机抽取车辆，然
后对这些车辆进行外饰、内饰、
电器功能、机舱、底盘、路试、雨
淋等全方位的检查，用于整改

提升产品车的质量，也能对车
间进行系统的质量反馈，“至真
观察团”将在这里完成最后的
品质观察。(张虹)

寒冷的冬季雨雪等恶劣天气较
多，路面也变得愈加复杂，开车的司
机朋友要随时注意保养车辆，下面
十部曲保养常识帮你安全过冬。
一部曲：雨刮器

如果清晨出门发现雨刮器被
雪水粘在挡风玻璃上的话，千万
不要用热水直接冲洗，这样容易
使车窗因为温度变化而炸裂、雨
刮器变形。
二部曲：冷却系统

冬季要定期检查水箱、水泵和
皮带、水管、补水罐等各部件是否工
作正常，如有损坏或故障，最好及时
修复或更换。不然可能为了一根小
水管，浪费了一桶防冻液。
三部曲：暖风

放置了一夏天的暖风，往往
会出现故障，最好先试一下有没
有热风、风机运转有无异响、风管
是否通畅。有时遇到的问题是暖
风水管中的防冻液长期不流动，
凝结堵塞了循环管路，虽然不影
响行车，维修起来却十分麻烦。
四部曲：防冻液

检查是否缺液、有无变质，如
果需要，及时补充或更换。防冻液
看似小事，但对车的影响甚大，轻
则堵塞管路，重则腐蚀损害缸体。
所以慎选慎用防冻液，一是不要
混用，二是不要用假冒伪劣产品。
五部曲：机油

检查标号是否低温，有无缺
少或变质。冬季冷车机油过稠，会
影响启动，还加大机件磨损。同时
热车机油过稀会降低润滑和密封
性能。要选用适合冬季的优质复
合油。如果到了或临近规定的换
油时间，最好在天气变冷前换掉。
六部曲：风挡玻璃

风挡玻璃保持清晰是安全行
车的基本条件。冬季应定期擦洗
雨刮器，雪天确保可刮净风挡。有
条件的话可换防冻型风挡玻璃，
以免冬季结冰。另外，玻璃水中可
加些风挡除冰剂。风挡结冰时，将
玻璃水喷上，冰即可融化，不像普
通的玻璃水，结冰时越喷越麻烦。
七部曲：车身

入冬前，最好给爱车身上加一
层保护膜。含特氟隆高分子聚合物
的车漆镀膜或镜面釉等，均能抵御
酸雨雪、盐水的侵蚀。雪后道路洒盐
水，飞溅到车身上的盐水对车漆有
很大的危害，事先有所防备，雪天出
行就不怕损毁车漆了。
八部曲：底盘

冬天，汽车底盘总是直接和
雨、雪打交道，很容易生锈。飞驰
的轮胎会把含盐分很高的雪水甩
到汽车底盘上。雪过天晴后，汽车
的底盘便开始生锈。所以，在入冬
前您最好花点时间，给底盘做个
防锈护理。
九部曲：蓄电池

蓄电池最怕低温，低温环境
下蓄电池电容量比常温时的电容
量低得多。因此在寒冷季节来临
之前，应补充蓄电池的电解液，调
节好电解液的比重。同时清洁蓄
电池的接线柱，并涂上专用油脂
加以保护，保证启动可靠，延长蓄
电池寿命。
十部曲：轮胎

轮胎橡胶在冬季会变硬而且
相对较脆，摩擦系数会降低，所以
轮胎气压不可太高，但是更不可
过低。外部气温低，轮胎气压过
低，软胎严重可加速老化。冬季要
经常清理胎纹内夹杂物，尽量避
免使用补过一次以上的轮胎，更
换掉磨损较大和不同品牌不同花
纹的轮胎。轮胎内外磨损大不相
同，为保证安全减少磨损，应定期
给轮胎更换位置。

冬季爱车
保养十部曲

日前，笔者从菏泽中汇集
团长安铃木汽车4S店获悉，自
从长安铃木诚源店2013年12月
1日-12月3日推出“年末量冲
击，铃木送豪礼”活动以来，长
安铃木诚源店受到菏泽消费者
的关注，对给力的促销活动感
到满意。

长安铃木天语、雨燕车系
搭载的M系列发动机，连续3年
获得“十佳发动机”美誉，新奥
拓搭载的K系列发动机蝉联
2010、2011年度“十佳发动机”

殊荣，羚羊车型搭载的G系列发
动机更是创造了128万公里无
大修的奇迹，长安铃木旗下全
车系在节能方面的优秀表现，
不仅惠及消费者，减少燃油付
出，而且对环保、能源也作出卓
越贡献。

铃木汽车排名全球十大汽
车制造商，在14个国家，196个
地区拥有制造厂，铃木在全球
每10秒售出一部车，铃木车型
拥有全球超4千万用户的黄金
口碑，“小车之王”美誉实至名

归；在中国，长安铃木车型也是
各个细分市场的领军车型，“节
能先锋”的品牌形象也是家喻
户晓。

精品品质金牌口碑满足消
费者用车需求

如果说众多的荣誉是行业
权威机构以及消费者对长安铃
木产品节能性能的肯定，那么
持续、稳定增长的销量则是消
费者对长安铃木精品品质的高
度认可。长安铃木自成立以来
即立志于为中国消费者生产

“低能耗，高品质”的精品家轿，
旗下车型都在终端市场赢得了
消费者的金牌口碑。

精品炫动超节能新奥拓树
精品标杆

新奥拓秉承铃木“小车大
师”的优秀血统和领先世界的
精湛工艺，以其卓越品质成为
新一代全球精品小车新标杆，
在微型车市场上拥有“精品炫
动超节能”绝佳口碑。新奥拓全
球拥有近1200万用户，“微车王
者”的美誉实至名归。（立平）

淘金盛“惠”：长长安安铃铃木木诚诚源源店店 给给力力现现金金加加送送大大礼礼包包

12月8日，投资1000多万经
过几个月重装的东风标致菏泽
鑫狮4S店今天以崭新的面貌展
示别样风采。东风标致301菏泽上
市仪式也同步进行，喜上加喜，
来自东风标致厂家的领导及公
司董事长出席了此次活动。

东风标致菏泽鑫狮4S店总
经理寻素伟女士在致辞中谈
到，耗资1000多万元店面重新
装修的菏泽鑫狮4S店，是集整
车销售、售后维修、配件供应、

信息反馈功能为一体。维修车
间拥有全套进口的标致系的相
关检测、诊断、维修、整形专业
设备及专用工具；全体维修人
员均取得国家及东风标致资格
考试认证，确保客户能够享受
到符合东风标致标准的优质服
务。此次领“鲜”上市的东风标
致301，作为标致全新命名体系
下，首款以“1”为尾数命名的全
新车型，东风标致301首批上市
车型共计5款标配1 . 6升自然吸

气发动机，全系
售价为 8 . 4 7 -
11 . 67万元。

东风标致
301外观的每一
处细节都采用
了中国元素，全
新的外观设计，
运用风水元素
的理念凝聚。源
自北欧冰原简洁、纯净的设计
灵感，融合标致超过百年的严

谨造车理念和现代高科技工
艺，东风标致301无处不闪亮出
平衡和谐之美。(张虹)

东东风风标标致致菏菏泽泽鑫鑫狮狮44SS店店全全新新启启航航 暨暨标标致致330011领领““鲜鲜””上上市市

12月14日，菏泽润华
汽车园员工代表，利用休
息时间对市儿童福利院的
孩子们进行了探望，送上
一份爱心，增添一份快乐。

为了让儿童福利院的
孩子们感受到社会大家庭
的关爱，菏泽润华汽车园员
工代表带着儿童生活和学
习用品走进了菏泽市儿童

福利院，为孩子们献上一份
关爱。孩子们的一曲《数鸭
子》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心中最柔软的部分，一位员
工说，看着孩子们那甜甜的
微笑，让我们感到我们为他
们作得太少了，呼吁更多的
爱心人士能加入到关爱行
动中来，为福利院得孩子们
送上欢乐和温暖。

润华汽车园工作人员
表示今后将组织润华宝
马，润华别克，润华一汽丰
田，润华雪佛兰各4S店的
客户参加献爱心活动，把
更多的爱传递给福利院的
孩子们，也让每一位润华
客户能够体会到“润华服
务，关爱终生”的服务理
念。(晓璐)

菏菏泽泽润润华华汽汽车车园园员员工工献献爱爱心心走走进进儿儿童童福福利利院院

New Superb速派从实际
用车角度出发，以睿智的科技
解决方案关爱到车主方方面面
的使用需求，为他们创造安全
便利的驾乘环境。

相信对于很多车主特别是
新手来说，泊车是一个难点，这
时候智能驻车系统就能大显身
手了。New Superb速派配备了
同级领先的升级版PLA智能泊

车辅助系统，包含8个PDC传感
器和4个PLA传感器，能在狭小
位置使用多次移位实现水平停
车，并新增更符合日常驻车习
惯的垂直泊车功能，让车主只
要控制油门和刹车就能轻松泊
车入位。同时，该系统会依照两
种模式选择(水平泊车或垂直
泊车)，在中央显示屏上显示相
应的倒车轨迹线，并根据方向

盘转动角度自动调整轨迹线，
使泊车过程更为轻松便捷。此
外，升级版PLA智能泊车辅助
系统还具备紧急制动功能，一
旦车速超过规定值就会启动刹
车提醒，进一步提高驻车安全
系数。

与此同时，New Superb速
派还配备了前后排一触式电动
防夹车窗、双层电动防夹天窗、

气动无骨雨刮、多功能仪表盘
等多种人性化科技装备，确保
车内人员享受到安全贴心的驾
乘体验。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品牌
推出的主流高级轿车，N e w
Superb速派凭借丰富的智能安
全配置为车主带来了便利、可
靠的出行体验，值得信赖。

(张虹)

New Superb速派：凭凭借借智智能能安安全全配配置置为为车车主主带带来来了了信信赖赖

菏泽通源店：北北京京现现代代名名图图深深度度品品鉴鉴会会圆圆满满成成功功
12月14日，北京现代名

图深度品鉴会在菏泽市黄河
东路通源4S店成功举办，来
店即有精美礼品相赠送，现
场订车可报名参加“名图滑
雪行”活动。

MISTRA名图是B级中
高级轿车市场投放的又一款
精品之作，也是又一款专门
针对中国市场研发的车型。

“MISTRA”的命名灵感来源

自于希腊南部拉哥尼亚地区
一个优美的城市，为拜占庭
帝国的遗址，它蕴含着美
丽、高贵和神秘，彰显着巨
匠之韵。据介绍，名图秉承
全 球 现 代 汽 车 的 设 计 理
念，外观稳重又不失动感，
张力十足，从简洁鲜明的
线 条 和 沉 稳 大 方 的 轮 廓
上，不难看出其国际一流
设计与工艺水平。车展上，

北京现代还首度向我们展
示了MISTRA名图极负品质
感和科技感的内饰设计。

MISTRA名图自上市以
来菏泽通源店在平面报纸、
网络等多渠道化的大量宣传
以此来推广名图的知名度，
并通过精彩试驾活动和丰富
礼品来吸引客户眼球，带动
潜在消费力，为今后的销量
的提升奠基。 (张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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