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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今年成功举办
了2013年县域巡展、纵横
齐鲁—2013明星车型跨
越山东大型巡展 (德州
站)、“绿城·百合花园”杯
2013齐鲁秋季房车展以
及2013岁末车展，得到了
广大经销商朋友的大力
支持，取得了良好的市
场口碑。

五五次次县县域域巡巡展展
引引爆爆城城乡乡购购车车潮潮

7月 1 2日至 1 4日，纵横齐
鲁—2013明星车型跨越山东大
型巡展(德州站)在德州澳德乐时
代广场举行。此次活动由齐鲁晚
报主办，齐鲁晚报·今日德州承
办，是山东省内首次巡展活动。
本次巡展基本覆盖了山东省西
部的城市，规模空前，组织统一，
而且在车展的广告宣传上也是
投入巨大，让车展知名度有很大
的提升。而此次巡展德州站选址
在德州开发区最繁华的澳德乐
时代广场举行，给本次车展添加
不少的人气。

齐鲁晚报“明星车型”跨越
山东大型巡展活动，精选多款不
同品牌、不同细分市场车型 ,全
面满足首次购车客户、购买家庭
第二辆车客户，以及多功能用车
等客户需求。上海大众、一汽大
众、北京现代、悦达起亚、广汽丰
田、斯柯达、东风日产、宝马等经
销商都带着各自品牌当下最畅
销的车型来参加车展，给德州市
民带来一场消夏盛会。(张潇然)

2013年5月中旬，由齐
鲁晚报·今日德州主办的县
域汽车巡展活动红红火火
地拉开帷幕，巡展活动陆续
在乐陵市、禹城市、夏津县、
临邑县、庆云县展开。其中5
月17日至19日在乐陵市文
化娱乐中心广场巡展；5月
24日至26日在禹城市阿波
罗大酒店广场巡展；6月14
日至16日在夏津县委西公
园巡展；6月21日至23日在
临邑县中心广场巡展；7月
19日至21日庆云县商贸广
场巡展。

活动得到了德州以及
各县市经销商的全力支持，
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
帮助。为期3个月的车展活

动，累计到展经销商150余
家，到展车辆6 5 0 余辆，吸
引了数万市民前来赏车购
车，销售车辆百余台。通过
这次的巡展活动，汽车企
业和经销商借助于齐鲁车
展巡展这个平台，将品牌
传播、产品促销、渠道建设
等营销活动有利地结合起
来，充分利用当地经销商
的有效资源，达到节省成
本又做好宣传的目的，取
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
双丰收。巡展再次以一个
全新的姿态，为购车的消
费者提供一个购车、赏车
的平台，更为消费者提供品
牌更全、优惠更多的车型。

(张潇然)

纵横齐鲁车展

彰显品质本色

在乐陵车展上，市
民在挑选心仪的车辆（资
料片）。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购车市民在查看车辆设备(资料片)。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前不久，电影《惊天魔盗团》在
各大院线火热上映，片中演绎了四
位魔术师组成的“四骑士”利用各
种科技手段，在与对手布莱德利的
较量中洞察先机，始终领先的精彩
故事。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成为

“四骑士”保持领先优势的决定性
力量。而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国内
B级车坛，上海大众新帕萨特凭借
超越同级的智能科技，在众多菁英
车主的生活中洞察先机，成为他们
保持领先优势不可或缺的智能助
手，充分彰显了一款高品质B级车
的科技魅力。

解锁术：KESSY无钥匙
进入/一键启动系统

电影中的魔术师杰克擅于解

锁术，为“四骑士”在决战中领先对
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新帕萨特则
以极具智能化的KESSY无钥匙进
入/一键启动系统为众多车主演绎
了科技“解锁术”的魔力。

在新帕萨特KESSY无钥匙进
入/一键启动系统的辅助下，传统
繁琐的解锁开门、打火启动等动作
统统被省略。车主只需随身携带智
能感应钥匙靠近车体，驾驶席、副驾
驶席车门或车尾行李箱可分别自动
感应，伸手拉动门把手即可解锁打
开。携带智能感应钥匙进入车内，踩
好刹车，长按启动按钮即可启动车
辆。下车携带智能感应钥匙离开时，
只需在关好车门后轻触驾驶席或副
驾驶席门把手外侧感应凹槽，全车车
门自动落锁。科技“解锁术”带来的

不仅是极为便捷的操控，同时也让
众多新帕萨特的菁英车主在出发
之际即可洞察先机，领先一步。

位移术：PLA自动泊车
辅助系统

作为电影中“四骑士”中的唯

一一位女性魔术师，擅长位移术的
亨丽在影片一开头就从食人鱼嘴
下瞬间逃生，令人尖叫的表演震撼
了全场。而全新帕萨特同样以领先
的PLA自动泊车辅助系统为众多
菁英车主在驻车时演绎了科技“位
移术”的魅力。

依托PLA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车主只需通过轻松一键，仅比车长
多80cm的车位，新帕萨特都可自信
入主。挂入倒档之后，车主只需控

制油门和刹车，无需操控方向盘，
遍布车身的智能雷达和行车电脑
即可精微探测前后左右，将爱车泊
于最佳位置。该系统对路况和障碍
物的识别，更达到惊人的15cm。将
纯粹的优雅与科技的魅力合二为
一，如同“位移术”的魔术一般，助
力车主在轻松自在中掌控全局，尽
显智能科技带来的魅力。

洞悉术：带AFS动态转
角辅助照明系统

电影中另一位魔术师梅里特
是“四骑士”中极具智慧的隐者，他
对环境和人的洞察力超乎常人。而
新帕萨特所配备带AFS动态转角辅
助照明系统，同样以极具智慧的人
性化科技，为众多车主在夜间行车

洞悉路况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新帕萨特配备的双氙气大灯

不仅带有自动清洗装置，亦具备代
表前瞻照明技术的带AFS动态转角
辅助照明系统。该系统可根据车辆
转弯角度和行驶速度，自动将前大
灯向弯角内侧偏转一定角度，使驾
驶员更容易看清前方弯道内侧路
况，提早做出判断，避免危险发生；夜
晚低速过弯时，静态转角辅助照明功
能可使一侧雾灯自动亮起，通过特殊
反射装置为侧前方60°近处提供充
足照明，有效减小驾驶员近处盲区，
尽显科技“洞悉术”魅力。
德州众驰
销售热线：0534-2754222

德州驭达
销售热线：400-0534-818转800

智智慧慧洞洞察察先先机机 新新帕帕萨萨特特演演绎绎科科技技魅魅力力

启启辰辰RR5500XX强强势势登登场场
十万元内跨界王者驾到 助力启辰冲关年销十万台

—R50X正式上市，即日起，全
国近140家启辰专营店和1400多家
二级网点全面接受新车预订。

作为启辰品牌“50家族”的集
大成之作，启辰R50X延续了启辰
品牌的“至臻品质”传统，同时，将
两厢车与SUV车型的优点，跨界交
融，浑然一体，为启辰品牌注入了
时尚、活力元素。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副总经
理任勇表示：R50X的上市，将极大
提升启辰品牌的市场竞争力。凭借
D50、R50、R50X三款车组成的启辰

“50家族”，启辰品牌今年完成10万
辆的销量，势在必然。

高端大气上档次

树立10万元内跨界新标准

启辰R50X是一款引领潮流的
“跨界全能两厢车”，为充满热情、自
由率真、勇于尝试的“自由乐享族”
量身打造。它融合了两厢车与SUV
车型的优点，以“越享悦自由”为理
念开发而成，堪称十万元内跨界王，
在外形、空间、品质等各个方面可以
用“高端大气上档次”来概括。

“高端”品质。启辰R50X延续
了D 50、R 50有口皆碑的“至臻品
质”优势，每一个零部件都由启辰

“品质联盟”精雕细琢，整车则在雷
诺-日产的世界级工厂与NISSAN
品牌的奇骏、逍客等车型共线生产。
在前不久举行的“启辰品质透明行
动”中，一辆由真实用户高强度使用
11万公里的2012款启辰D50，经由权
威机构检测显示出不输于新车的

品质状态，该检测为启辰R50X的
高端品质提供了极佳佐证。

“大气”空间。启辰R50X的内
部空间不仅宽大舒适，而且灵活多
变，极富实用性。凭借同级最高的
1839mm有效室内车长，启辰R50X
的前后排空间都极为宽裕，后排膝
部空间高达624 . 4mm，比肩中高级
车。后排座椅可6/4分割翻倒，行李
厢容积最大可达775L；车内储物空
间多达2 2处，车顶行李架可承重
30KG。

“上档次”的时尚造型。启辰
R50X基于越级平台，拥有2600mm
的轴距，整体造型比同级别竞品更
显舒展、大气。在传承启辰“羿”设
计概念的同时，启辰R50X融入全
球时尚跨界风，新车采用了两厢与

SUV的跨界动感车身设计，装备酷
黑车身大包围及锋尚行李架，搭配
炫酷运动内饰，充分彰显自由活力
的个性。

而在消费者极为关注的动力
和油耗方面，启辰R50X则堪称“低
调奢华有内涵”。

“低调”是指油耗，启辰R50X
手动挡车型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
仅6 . 0L，在市面上所有的1 . 6L排量
车型中最低。

“奢华”是指动力，启辰R50X
搭载的H R 1 6 D E 发动机曾两夺
CTCC中国房车锦标赛冠军，能够
输出153Nm的最大扭矩和86kW的
最大功率，不论在起步还是中段加
速都有充足动力储备。

“有内涵”是HR16DE发动机

技术先进、驰名全球，它采用了“C-
V T C 连续可变气门正时控制技
术”、“真圆缸径加工”等先进技术
和工艺，故而实现了动力与油耗的
双赢。

随着个性化消费潮流的兴起，
跨界车越来越受消费者欢迎。启辰
R50X强势登场，不仅将树立10万
元内跨界新标杆，也将引领10万元
汽车消费的新风尚。

随着启辰R50X的上市，启辰
的销量增长将迎来新的生力军，跨
入月销量“万台俱乐部”指日可待。

喜迎元旦，启辰钜惠！
德州启辰盛威龙专营店
地址：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

南路1099号
销售热线：0534-225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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