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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做好车辆检查

开车回家过年通常都是长
途自驾，所以，一定要对车辆进
行一次彻底的全面检测，确保车
况良好才能上路。常规检查机
油、冷却液、方向助力油、玻璃
水，重点检查轮胎、备胎磨损是
否正常，轮胎上有没有扎钉子
等。看看千斤顶和更换轮胎的工
具是否备全；带一个轮胎充气泵
和电源外接线也许会用得到，这
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当
然，还要认真检查前后车灯、转
向灯、喇叭、后视镜、车窗、雨刮
器等部件是否工作正常，事先排
除隐患。根据车况新旧、好坏程
度，自行判断是否需要专业检
测，最好还是要去4S店进行全面
的检测。

除此之外，还要看电压是否
正常、电解液面是否正常、蓄电
池有无破损、有无足够电量等。
另外，制动系统和发动机都要仔

细检查。

保持车速，减少事故

马上就到春节了，各位在外
的游子想必是归心似箭，在高速
上行驶一定要将车速保持在规
定的速度范围内，切记不要超
速。不仅是新手在高速上行驶要
注意，经验充足的老司机也要控
制行驶速度，不要忽快忽慢，保
证行车安全，不常开高速一定要
看清车道，由左至右分别是超车
道(小车道)、快车道(大车道)和应
急车道。在这里特别提醒，第一
次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司机如
果不敢开快车，切记不要在最左
边的超车道上行驶。

看清路标，定时休息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最重要
的莫过于看清路标。高速公路上
的路标就是我们行驶的导航地
图，在回家的路上更是要看清楚

路标，在临近路标时要提前看清
指示牌，选择正确的行驶路线，
以免走错路。在高速上，一旦错
过出口，就要走不少冤枉路了。

当然，在高速上行驶，除了
要看路牌找到最快的回家的路
以外，还要及时休息。疲劳驾驶
是造成高速车祸的重要诱因之
一。长途驾车非常容易疲惫，因
此，在高速上除了要注意车速
外，还要按照行驶的时间来安排
休息，每隔两小时休息一下。停
车时不要马上熄火，等待1-2分
钟，停车10分钟以上，尽量不走夜
路、不开夜车。

雨雪雾霾天行车需谨慎

冬季天气多变，雨雪天更是
事故频发，雪天最让人头痛的就
是刹车的问题。其实，这时候最
好采用点刹的办法，也就是用脚
轻踩刹车，但不踩到底，反复轻
踩，重复几次，就能有效地把车
停稳了。

首先，起步加油要轻，使车
子缓慢平稳地动起来，然后再正
常行驶。换挡时，踩离合器动作
尽量柔和平顺，保持发动机转速
均匀，不急加速、急减速，换挡要
尽量选择在平直路段完成。

转弯时要提前减速，在不影
响对面来车的情况下，尽量加大
转弯半径，以减小转弯时的离心
力，切不可快速急转猛回，以防
侧滑横甩。雪天如果遇到需要上
坡的路段，应平稳低挡行驶，千
万不要中途换挡，也不要跟着前
车太近，以免前车溜车。另外，雪

天开车，由于路面会有白色的积
雪，而白色的反射率最大，眼睛
直视时间长很容易晃花、晃伤眼
睛。因此，驾驶员最好佩戴驾车
墨镜保护眼睛，这样也能为驾车
安全多一分保障。

最近，港城受雾霾天气侵害
严重，如果在高速上行驶突遇雾
霾天气，一定不要惊慌，及时打
开示廓灯和前后雾灯。同时，高
速行车应及时注意情报板及标
志牌显示的限速预告，降低车
速。保持车距，以确保行车安
全。

身身心心驭驭享享 全全新新捷捷豹豹XXJJLL//XXFF
烟台润捷全新捷豹XJL/XF上市发布会圆满落幕

专刊记者 杜晓丹

期盼已久的“身心驭享—全
新捷豹XJL/XF上市发布会”于1

月18日在烟台机场路润捷捷豹
路虎4S店盛大开幕。

寒冷的天气并没有挡住人
们参加活动的脚步。上市发布会
活动当日，润捷捷豹路虎4S店内
人员爆满，非常热闹。贴心的工
作人员不但为每位到场嘉宾准
备了一份精美的礼品，还准备了
甜点、水果和饮料等供嘉宾享
用。看演出、品美食、有趣的互动
更有订车礼上加礼，让到场嘉宾
直呼过瘾。

全新捷豹XJL/XF上市发布
会随着主持人的登台正式开始。

活动包括领导讲话、微信摇一
摇、架子鼓表演、整点抽奖、肚皮
舞表演、现场拍卖、揭开全新捷
豹的神秘面纱等环节。伴随着人
们的赞叹声，全新捷豹XF完美地
呈现在现场嘉宾的眼前。总经理
王洪斌说：“烟台润捷新春百万
现金大派发，为您送上马年第一
份大礼，这也是购车优惠力度最
大的一次活动。”

据工作人员介绍，全新一代
捷豹XF优雅于外，迷人动感的线
条成就了一抹亮丽的视觉光晕，
不张扬却极尽奢华。至臻于内，
捷豹矢志不渝地追求着最为上
乘的材质与卓越不凡的手工技
艺，打造出奢华舒适的车内空
间。而在秉承一贯优雅的同时，

捷豹独有的“生命力科技”也为
其注入了先进科技所带来的便
捷享受，构筑成超越感官的奢
华私享空间。至美至尊之感，无
处不在。

捷豹所带给你的是：当你穿
梭于各种商务场合时，捷豹提供
的是优雅尊贵的奢华享受；在无
聊的等待中消磨时光时，捷豹带
来的是影音的熏陶及震撼。坐享
捷豹，暂且忘却城市的喧嚣与浑
浊，在这般优雅奢华隽永的生命
力科技中，与捷豹一同静观光景
变幻，唯美常在。

活动中，烟台润捷捷豹路
虎4S店的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
着每一位即将成为路虎、捷豹
车主的朋友。其中，整点抽奖环
节，订车的嘉宾为自己赢取了价
值500-5000元不等的精品抵用
券。“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运气很
好，抽了4000元抵用劵。可以开着
最爱的捷豹回家了，感谢润捷4S

店的工作人员。”准车主李先生
兴奋地说。

随着拍卖环节的结束，在到
场嘉宾的掌声中，全新捷豹XJL/
XF上市发布会活动圆满落下帷
幕，全新捷豹掀开崭新的一页。
截止到活动结束，工作人员统计
现场订购了22台车。

专刊记者 于凤丹

春节将近，想必有不少的朋友要自驾回家过年，冬季自驾与其他季节相比有更多
的注意事项，下面由记者为您一一列举，希望在春节自驾时为您的安全多一层保障。

烟台东风风行大渝4S店喜迎
新年，为了回馈新老客户的支持
与厚爱，东风风行菱智M3包牌价
基础上最高优惠5000元，另外还赠
送3000元大礼包，有购车意向的车
友欢迎来店选购。

紧贴市场风向，风行汽车依
托国际化商务MPV平台，打造的
这款菱智1 . 6L实现了全面均衡的
商务性能，从而满足了目标消费
群体公商务接待、货物运输、家用
代步等多重需求。

小排量、低油耗

菱智1 . 6L搭载血统纯正的三
菱4G18S1发动机。这款1 .6L发动机
采用德国博世(BOSCH)电喷系统，
具有高可靠性、低油耗、低噪音等
优势。动力强悍，转速在3000rpm时
即可输出最大扭矩138N·m，这种
低速高扭的特征非常适合在国内
道路上使用。菱智1 .6L将发动机整
体前置，进一步提高了驾乘的舒
适性。同时，配合整车的轻量化设
计，菱智1 .6L在经济油耗和强劲动
力之间获得了完美平衡。

大空间、多功能

菱智1 . 6L的轴距为2800mm，
车身尺寸为4645mm×1695mm×
1940mm，内部宽度达到1460mm，辅
以9种座椅组合，实现了超大舒适
的乘载空间、真正的多功能灵活
使用。同时，后椅采用侧翻设计，
轻松拆卸后，还可创造出最大
4340L的超大载货空间，即使有更

多的货物也能从容应对。

靓外观、高安全

风行汽车在继承三菱太空舱
商务血统的同时，为菱智1 .6L加入
了些许中国传统美学设计理念，
使整车外观更显大气、高贵，更符
合国人的审美心理。而半子弹头
风格的车头，配上充满时尚气息
的大尺寸前灯，又令车身整体造
型的运动感呼之欲出，迎合了当
前运动型商务的流行趋势。

在安全方面，菱智1 .6L设计了
三重防撞溃缩区，再加上独有的
高强度车身骨架、侧身高强度防
撞钢梁等强化设计，配合ABS+
EBD、安全气囊、ELR预警式安全
带等安全装置，在主动和被动安
全方面，菱智1 .6L都远远优于高端
微客及CDV车型。

更值一提的是，菱智1 .6L最小
离地间隙达到了190mm，最大爬坡
度也超过了30°，并能够在20°以
上的坡度上进行驻车。

丰富舒适配置

在配置方面，菱智1 . 6L拥有
同价格带最丰富、最舒适的驾乘
配置。1 . 7平米阳光全景五天窗、
前后空调独立控制、电动前车
窗、人机工程学座椅、双安全气
囊、遥控钥匙、高品质音响系统
等丰富配置，毫不逊色于十多万
元级别的MPV车型，更是大幅
超越同价格区间的高端微客和
CDV车型。

菱菱智智MM33新新年年感感恩恩特特惠惠
最高优惠5000元再送3000元礼包

一一马马当当先先 马马年年开开门门红红
烟台富豪沃尔沃岁末钜惠100万

正值岁末，各家都准备热热
闹闹过大年。烟台富豪沃尔沃于
1月18日在展厅举办“烟台富豪沃
尔沃岁末疯狂钜惠100万”活动。
为结合沃尔沃“以人为尊”的品
牌理念，此次活动的参与客户均
获得了专属邀请函，充分体现了
烟台富豪对其的重视。

春节即将来临，烟台富豪沃
尔沃在展厅的布置上以及对客
户礼品的选择上都做了精心准
备，哪怕只是一枚钥匙扣也为
它披上新春的彩衣，提前为到
来的贵宾开一个新年PARTY。

活动现场异常
火爆，在活动开始之
前，车友们按捺不住
激动的心情观看车
型并咨询销售顾问。
当天到场的客户都
热情满满，销售顾问
对客户提出的问题
进行耐心解答。

努力就有回报，
此次活动得到了客
户的认可，很多客户
直到活动结束都不肯离去。相信
这次“开门红”的盛宴将拉开烟

台富豪沃尔沃在2014年的华美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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