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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汽车

遇体验，驭动感

BBMMWW感感受受完完美美体体验验日日泰泰安安站站闭闭幕幕

3月29日，在第六届中国勒
芒轻卡耐力赛启动仪式现场，福
田奥铃对外发布了奥铃CTX国
V、奥铃CNG国V和奥铃CTX科
技版三款新品，掀开了奥铃2014

年的市场新征程。
以科技驱动行业升级是奥

铃品牌的核心价值，也是奥铃打
造差异化竞争力的根本。“奥铃
是国内少数掌握核心动力技术
的轻卡品牌之一，通过联手康明
斯，福田掌握核心动力制造技
术，实现了在产品动力性、节油
性、环保标准以及可靠性上的全
面提升。”福田汽车集团副总裁
奥铃事业本部业务总监赵建民
介绍说。据了解，福田与康明斯
合作开发生产的康明斯ISF系列
柴油机是康明斯投入巨资研发
的新一代全电控轻型柴油机，凭
借涡轮增压、燃油与燃烧优化、

智能电控、排放处理、滤清系统
五大核心技术。以ISF3 . 8L发动
机为例，其最大功率可达125kw，
扭矩则达到600N·m，全部达到
国Ⅳ标准，并保留升级到国V、国
VI的技术空间。

经过9年的市场经营，奥铃
的市场保有量已经接近50万台，
优良品质深度市场和客户的交
口称赞。另外，奥铃连续6届成为
中国勒芒轻卡耐力赛的指定赛
事用车，尤其在2013第五届赛事
总决赛上经受住连续15小时耐
力赛，得到赛手和赛事主委会的
高度认可。

节能是奥铃CNG轻卡备受
业内追捧的第一优势。据了解，
按照当前油气中间价比计算，采
用CNG动力的奥铃轻卡每吨货
物运输费用，较柴油车可节省
18 . 3%的费用，每年单车节省达

到17905元。此外，CNG燃料无重
烃，可减少积碳，可延长汽车大
修理时间20%以上，润滑油更换
周期延长到1 . 5万km。这笔开支
在全生命周期内也是不小的一

个数字。
更环保是奥铃CNG轻卡的

第二优势。奥铃CNG轻卡由于采
用压缩天然气做燃料，充分燃烧
状态下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起

步就达到国V水平，是真正的清
洁能源。数据显示，使用CNG作
为汽车燃料，可使C O排放量减
少97%，CH化合物减少72%，NO

化合物减少39%，CO2减少24%，
SO2减少90%，噪音降低40%。而且
CNG不含铅、苯等制癌的有毒物
质。

更安全是奥铃CNG轻卡超
越传统动力轻卡的第三大优势，
这一点在更加注重运输安全的
今天显得尤为重要。CNG自燃温
度为732℃，柴油自燃温度为232~
482 ℃。同时天然气相对空气的
比重仅为0 . 6~0 . 7，一旦泄漏，可
在空气中迅速扩散。

除此之外CNG在燃烧过程
中更安静，增强了驾驶的舒适
性，而且CNG动力轻卡因为纯气
体燃料，低温点火容易，冷启动
好。

中国首款国Ⅴ轻卡发布

福福田田奥奥铃铃打打造造中中高高端端黄黄金金战战舰舰

梦想，是阳光，指引生活的
道路。梦想，是天使，召唤内心
的本真。梦想,是一切伟大事业
的原点。携力进取，梦想可及。

“为梦想 尽情向前”——— 2014

别克新视界泰安站，燃情开启！
2014别克新视界，是别克

倾情奉献的一站式品牌体验及
购车平台。崭新格局，呈现赏车
新维度；别克关怀，提供面面俱
到的人性服务；游戏互动，营造
动静皆欢乐的畅享空间。2014

别克新视界，为渴望驾驭的您，
带来一场关于梦想、关于未来
的科技盛宴。

别克，从来执着于梦想和
未来，不久前，别克更首开中国
汽车设计问鼎国际顶级大奖先
河，全新Riviera别克“未来”概
念车获得“红点”设计概念大
奖，展现了别克品牌在汽车设
计方面的远景规划和大胆创
新。别克旗下汽车不断从Rivi-
era概念车中汲取灵感，注重美
学与功能性的创新融合，同时

融入前沿智能汽车科技，不仅
演绎出富有别克品牌家族化的
特征，也凸显“和而不同”的多
彩个性。

2014别克新视界高度整合
了别克关怀、GMAC、诚新二手
车等多项人性化关怀，提供宾
至如归的热情接待以及值得信
赖的专业服务。正如别克一直
相信的：“主动、专业并非一句
口号，而是当您需要的时候，您
可以感受到。”

在新视界，您将有机会在
“梦想竞技”等趣意迭生的互动
环节中，挑战当下最具人气的
益智游戏，穿越重重考验，完成
自我超越！无论是电光火石的
速度，还是巍峨不动的定力，都
将可能成就您的制胜一击！

新的梦想，新的起点，2014

别克新视界，怀揣触手可及的
梦想，汇集欧美标杆科技，搭载

“为梦想，尽情向前”的磅礴动
力，向您驶来！5月1日-3日泰安
银座奥特莱斯 邀您共赏。

为梦想 尽情向前
2014别克新视界泰安站启程

山东晟和和福特开业一
百天在即，为回馈长安福特与
广大泰安市民的支持与厚爱，
特在晟和福特4 S店展厅举办
全车系大型优惠团购活动，超
低的价格，最优质的服务。欢
迎你的到来。不必再为选车东
奔西走，去车展价格也不及晟
和福特！晟和福特，懂车人的
选择！此次团购不容错过，团
购地址：泰前大街东首 (省庄
热电厂北邻)！

山东晟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是长安福特在泰安地区
唯一一家全球最新标准福特4S

店，即将投入试运行，主要包括
多功能展厅、售后维修车间、客
户休息室、备件库以及培训中
心等一批现代化建筑设施。而
对于泰安已有福特车主来说，
可随意到位于泰前大街东首的
长安福特店享受更为便捷到位
的福特品质维修服务。此次山
东晟和与长安福特的强强联
合，使山东晟和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成为长安福特在泰安

市场上最强力的终端伙伴，且
处处体现出服务与广大车主的
人性化关怀，旨在将其打造成
泰城东部地区设施最全，技术
与服务最先进的福特汽车旗舰
店。晟和福特将促使长安福特
在山东地区的新飞跃。

红地毯服务是山东晟和
福特主打的服务品牌，突出与
同行业差异化的营销理念，本
品牌除了包括售后服务管家
式服务内容，同时加入销售部
管家式服务。红地毯服务是五
星级服务标准，红地毯服务要
形成一种一切为了顾客，一切
为了服务，服务至上的文化氛
围；顾客至上、随需应变的服
务价值观要渗透在各个环节
流程，成为员工的自觉行为。
各个部门要配合默契、目标一
致，让顾客明显感受到自己得
到高度的尊重，顾客的需求和
偏好要得到极大关注并成为
指令，变为我们的行动；只有
做到这样，顾客的忠诚度、忠
诚率才能不断提高。

晟和福特开业百天销售突破500台

福特全系团购会启幕

4月19日-20日，“BMW 感受

完美2014”体验日活动在泰安广宝

宝马4S店盛大举行。“BMW感受完

美”开创中国汽车行业全系产品体

验式营销的先河，是宝马品牌覆盖

面最广、活动周期最长的全系产品

体验活动。今年，宝马品牌以“遇体

验，驭动感”为主题来庆贺“感受完

美”体验日的14周年，每一名参与

者 都 将 通 过 动 感 、创 新 、美 学 、

xDrive(BMW智能全轮驱动系统)四

个模块，深入体验BMW的创新科

技和纯粹驾驶乐趣。此外，BMW泰

安广宝也为每一位参与者精心准

备了官方礼物，为每一位购车客户

提供了客观的销售支持。

“创新”模块展示了BMW

独创的领先科技。现场对BMW

汽车中的胶粘铆接、喷漆工艺、
车身钢架结构等科技进行说
明，并介绍“专属定制”服务，让
车主更加了解自己朝夕相处的
座驾。BMW互联驾驶体验区通

过互动展示项目，详细说明了
先进的资讯、娱乐与驾驶者辅
助系统。此外，BMW作为全球
唯一将碳纤维复合材料应用在
量产车型中的汽车制造商。

B M W i 品牌车型今年
首次加入“感受完美”试驾车型
阵列。作为宝马集团旗下首款
量产纯电动车，B M W i3标志
着汽车行业全新时代的到来。
其革命性的LifeDrive车身架构
与BMW eDrive电力驱动技术
完美配合，提供零排放的城市
驾驶乐趣。在今年的“B M W

感受完美”活动中，参与者可亲
身体验B M W i 代表未来豪
华理念的个人交通出行方式。

现场还可以体验到年初上
市的全新BMW 2系双门轿跑
车、全新BMW 4系双门轿跑车
及敞篷轿跑车等车型。通过现
场历史车型展示和宝马集团设

计历史展览，参与者还可以见
到BMW的设计风格如何一脉
相承，品牌DNA中传承至今。

BMW xDrive是全球唯一
的智能全轮驱动系统，也是

“BM W 感受完美2014”的亮
点之一。在“感受完美”体验日
中，参与者通过越野/X-ramp

试驾环节，亲身体验了xDrive

智能全轮驱动系统的优势和非
公路路面的实用驾驶技巧。

作为迄今为止国内规模最
大且最成功的汽车品牌和产品
体验活动，“BMW 感受完美
2014”进行全面升级：历时8个
月 ，覆 盖 8 6 个 城市的 2 5 3 家
BMW授权经销商，并通过支持
经销商在展厅举办B级活动的
形式，深入更多3、4、5线城市，
旨 在 让 更 多 公 众 亲 身 体 验
BM W的最新产品，感受BMW

真正的驾驶乐趣。

荣威W5的出现，重新给城
市SUV带来了应有的激情，专
业的越野配置让我们重新感受
到了那种源自于内心突破城市
界限的越野豪情。

专业底盘结构
荣威W5采用双叉臂式前

悬系统，前悬横向刚度大，转弯
的侧倾较小，对车辆的行驶稳
定性与转向操控性的提高起到
重要的作用；双摆臂结构也使
W5在连续变化的路面上有更
好的自适应性。在“桑巴路”项
目中，面对颠簸的路况，方向盘
仍保持良好的指向性，而且车
头不会因道路凹凸不平而过度
转向，能保持良好的直线行驶。

荣威W5的后悬系统采用
整体桥式+ 5连杆式后悬架系
统，仍算是非独立悬挂系统，但
相比轿车上的多连杆系统，有
着更好的耐用性，更适合越野
路况。搭配有5连杆悬架系统最
大的优点在于能减少来自路面
的前后方向力，改善加速和制

动时的平顺性和舒适性，同时
也保证了直线行驶的稳定性。
在越野路况下，得益于五连杆
的后悬，乘坐舒适性有很好的
表现，全程都不会出现过度的
颠簸抖动。

通过前后轴荷比重新调试
后，荣威W5还是可以非常自如
的行进于此。25 . 4度的接近角、
24 . 5度的离去角和520mm的最
大涉水深度让我们驾驶W5通
过坎坷路况时轻松自如。

越野钢筋铁骨
荣威W5采用了HFA高强

度越野车体，是非承载式车身
设计，其最大优点就是车身强
度高，底盘刚性大梁能够带来
很强的车身刚性，同时也有利
于提高安全性，这对于SUV来
说非常重要。而且由于车身和
底盘之间的连接采用弹性元件
降低，因此在车内感觉到的路
面颠簸的反馈要轻微很多。

荣威W5表现出不同于以
往任意一款城市型S U V的特

性，那就是整车的柔性非常明
显。在W5车架的前后共有10处
主要的柔性连接单元来承载车
身，很好地起到了车辆抗衰减
路面冲击的效果，它的作用和
我们脚下穿的带有气垫结构的
运动鞋一致。在通过以往路面
较深的内陷井盖或者类似柏油
路翻浆的深坑，一般车辆都会
有明显的车身倾斜，并且车内
人员会因为车辆的左右摆动而
在车里倍受煎熬。然而荣威W5

在通过这样的路况时，则显现
出一种“刚中带柔、柔中带刚”
的特点，整体感觉更像是太极
中的推手，在你刚感觉车辆要
开始颠簸的时候，车轮已经基
本上要离开不平的路面了，这
就是车架内的高弹性柔性连接
单元已经吸附了大部分的因车
体扭矩所产生的形变。坐在车
中，你会感觉在通过复杂路面
时，W5的处理趋于簧片式结构
特点，但又要比簧片式更有韧
性和对于车辆整体的支撑度。

荣荣威威WW55三三大大越越野野绝绝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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