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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路车业提供一条龙服务

电电动动汽汽车车挂挂牌牌上上路路送送保保险险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王

金强) 一辆轻型电动车对你而
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低碳环保
省钱”or“没牌没保险”！现在，你
不用再有电动汽车的身份、安
全保险等方面的顾虑了。2014
年4月18日，在交警部门和保险
公司的共同支持下，富路集团
现场提供了挂牌、办保险一条
龙服务，而且针对近期购车的
车主提供买车送保险优惠。

4月18日上午，在富路集
团山东力驰科技工业园综合
楼前，富路集团生产的富路
E3、E5、银瑞，丽驰A01、B01、
E9等六款车型举行了正式挂
牌仪式。“关注这辆电动车已
经好长时间了，不烧油既环保
又节省，这下更全面了，有了
牌照和保险，把我最后的顾虑

打消了。”现场的一位丽驰A01
女车主说，不出远门，这辆电
动车完全可以取代汽车，成为
理想的代步工具。

短距离的驾乘需要、告别
汽油污染的环保性、慢速行驶
的安全保障、不再花费太多成
本的省钱省心愿望……在电
动汽车身上，最为集中地反映
了老年人和农村老百姓的出
行需求。然而，越来越多的无
牌无保险电动汽车上路后，交
通秩序监管、车主人身安全等
问题又日益凸显，良莠不齐甚
至手工作坊式的同质产品对
市场环境的冲击，让更多的电
动车企期待电动汽车拥有合
法身份和安全保障。

去年，《德州市小型纯电
动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出台，

对小型纯电动汽车的生产、销
售、管理和使用作了明确规
范，要求2013年8月17日起，小
型纯电动汽车将悬挂“鲁N
电”开头号牌，驾驶人员要有
C3及以上驾驶证。2014年4月3
日，德州市经信委批复了关于
德州富路集团小型纯电动汽
车挂牌的请示，根据德州市政
府《德州市小型纯电动汽车管
理办法》(德政办发(2013)10
号文件）精神，德州市经信委
同意富路集团生产的富路E3、
E5、银瑞，丽驰A01、B01、E9等
六款车型正式挂牌。

据陵县公安交警大队相
关负责人介绍，电动汽车申请
注册登记的，电动车所有人只
需要填写申请表，交验电动
车，并提交身份证明、购车发

票、电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
明、电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凭证，即可获得“鲁N电*
***”字牌四轮电动车正式车
牌。目前，陵县交警大队绿色
新能源警车已上岗执勤。

富路集团副总经理刘德
宝认为，电动汽车挂牌上路，
不仅为消费者提供汽车等级
的代步工具，解决保险等后顾
之忧，也为道路交通的合法有
序创造良好的环境。同时，有资
格挂牌上路，也是对电动汽车
市场准入身份的一种认可。为
祝贺富路、丽驰电动车首家挂
牌，集团倾巨资答谢新老客户，
凡在活动期间购车用户均有权
选择获赠挂牌送保险或豪装礼
包，幸运者参加抽奖活动还将
免费获得幸福之旅名额。

4月19日上午，2014
款吉利GX7专场试驾会
在德百物流批发城南
部广场正式拉开帷幕。
到场的嘉宾以及德州
各大媒体的朋友不仅
亲自体验到了新款汽
车的性能，而且拿到了
丰富的订车奖品，现场
的靓丽模特也为本次
试驾会增添了一道靓
丽的风景。

上午10点，试驾会
正式开始，吉利全球鹰
的各位领导发表了演
讲，赢得阵阵喝彩。本次
试驾会的2014款吉利
GX7，对外观造型细节进
行了局部优化；内饰上，
全黑运动风格座舱以及
展翼式横向布局仪表
台，让人有了全新的感
受；超大、实用的储物空
间共计有28处；在动力
上，采用澳大利亚的DSI
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

2 .0L GETEC黄金动力
组合，让该车动力更加
强劲。而且在2012年7月6
日，吉利GX7以50.3的高
分荣获C-NCAP超五星
安全评价，创造自助品
牌汽车安全的新高峰。

现场嘉宾和媒体朋
友听完工作人员对2014
款GX7的介绍后都跃跃
欲试，想亲自体验一把
新款GX7的优异性能。
随后，试驾活动开始。30
多名市民分别参与了手
动挡和自动挡的体验试
驾 ，下 车 后 都 对 新 款
GX7赞不绝口。据了解，
本次新款GX7的试驾活
动早已经在媒体界展
开，很多媒体朋友也从
专业角度对2014款GX7
做出了较高的评价。试
驾活动完毕后，到场的
嘉宾还抽到了洗衣机、
自行车和高档白酒等奖
品，现场火爆异常。

景逸X3德州越级上市

4月19日，“首款加大号
城市宽适SUV”景逸X3在德
州润通风行4S店上市。景逸
X3是东风风行针对年轻“首
购族”“第一辆车就要SUV”
明确购车态度的消费者推出
的重要战略SUV车型，其售
价为6 . 99-7 . 79万元。

景逸X3的车身尺寸为
4382×1828×1705毫米，轴
距更长达2685毫米，为前后
排乘客均提供了宽敞的乘用
环境。其中，后排乘客可获得
750～950毫米的腿部空间，坐
姿可随意调整。此外，景逸X3
在保证后排乘坐空间充裕的
前提下，仍能拥有700升的行
李厢空间，而一旦将后排座
椅放倒，行李厢的装载空间
可达1900升。

景逸X3不仅在乘坐空间
和装载空间表现出“多人一
尺”的优势，还拥有领先于同
价位车型的高通过性。景逸
X3的最小离地间隙达到了200
毫米，最大爬坡度高达30%。

景逸X3整体造型动感、
时尚。全黑进气格栅、鹰眼造
型前大灯、车顶行李架、越野
护板，为消费者呈现出动感
的风格。深色内饰则整体以
年轻感与时尚感作为主题氛
围，各个功能区域划分明显，
操作简单。配置方面，景逸
X3配备了打孔真皮座椅、豪
华电动天窗等舒适性配置的
应用，从根本上为乘用者的
乘用舒适性做出了保证。双
安全气囊、ABS+EBD+BA等
安全配置，则为用户提供了
全方位的安全防护。

三菱的4A91经典发动
机，帮助景逸X3在其拥有紧
凑型SUV身材的同时，燃油
经济性却降低至经济型轿车
的标准。这款发动机排量为
1 . 5升，拥有88千瓦的最高
功率和143牛米的峰值扭矩，
匹配以成熟的5MT，使景逸
X3的油耗百公里综合工况油
耗仅为6 . 3升，颠覆了人们

“SUV高油耗”的传统认知。

4月19日，以“T动力
更具吸引力”为主题的2014
款奔腾B90上市发布会在
新河路德州通亚一汽奔腾
4S店开启。此次2014款奔
腾B90共发布了2 . 0T、1 . 8T
两个排量六款车型，售价
14 . 58万元～20 . 18万元。

作为奔腾品牌旗舰，
2014款奔腾B90融合中国
一汽几十年的技术积淀，代
表了目前国内最为领先的
制造工艺和科技水平，同时
成为奔腾品牌第一个正式
搭载T动力的车型。彰显高
端技术的T动力将为2014
款奔腾B90带来更富激情
的驾乘体验以及更为强大
的科技实力。

2014款奔腾B90搭载
了中国一汽4GC系列高性
能涡轮增压发动机，与之匹
配 的 是 爱 信 全 新 第 二 代
F21系列6速手自一体变速
箱，具有专门调校的13种自
动模式，满足驾乘者全路况

自由驰骋的需求。其采用了
前双横臂式独立悬架带横
向稳定杆、后E形多连杆式
悬架带横向稳定杆的悬架
系统，在全新标配的17R宽
幅轮胎的配合下，大幅提升
操纵稳定性和平顺性，既能
为消费者提供舒适的驾乘
体验，又能让消费者享受到
完美的驾控乐趣。

2014款奔腾B90还搭
载了最新BOSCH9代ESP、
8通道泊车雷达和倒车影
像、AFS前大灯智能调节系
统等众多体现科技实力的
安全装备。

2014奔腾B90的上市，
无疑将对中高级轿车主流
市场发起有力冲击，并预示
着奔腾品牌在一汽轿车未
来五年战略目标和规划的
主导下全面发力，同时奔腾
品牌将在全系各个产品应
用T动力，全新T时代的到
来将引领奔腾品牌打开全
新和更广阔的市场格局。

2014款吉利GX7
试驾会举行

全新T动力
2014款奔腾B90德州上市

德州庞大之星奔驰

360度体验会举行

4月19日下午，德州庞大之星举行
了奔驰S级轿车和E级轿车的360度体
验会。如果你爱车的四面车窗都被堵
住，你还能自由驾驭自己的爱车吗？当
你选择了奔驰S级和E级轿车，即使遇
到以上情况，还可以通过“盲驾”功能
来轻松完成倒车入库等停车技巧。下
午3点半，车友和媒体朋友来到试驾现
场后，还对这个功能抱有怀疑态度。即
便4S店的工作人员亲自示范，也有很
多人不相信，都先后坐在车里试乘试
驾了一把。

这项功能是奔驰E系车的360度摄
像头“盲驾”实操及奔驰E级和S级的智
能互联功能双重结合。为了能让您完
全身临其境，加深体验感觉，会将所有
车窗完全遮蔽起，当驾驶者以为自己
与世隔绝、无从下手时，奔驰E系车的
360度摄像头却能将他们带进另一个
视觉领域，仅通过影像观察周边环境，
就能将车辆轻松驾驶到指定区域。让
体验者在道路试驾中尽享奔驰的澎湃
动力和精准操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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