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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主：尉先生
职业：销售主管
驾龄：5年以上
车型：Jeep自由光 2 . 4L豪华版

相信所有喜欢硬派SUV的人，都
会在心中为Jeep留一个位置。Jeep，代
表了一个时代，在汽车百年的发展史
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它的
每一次出现，都足以振奋人心。如此特
立独行而又令人痴迷不已的Jeep，让它
拥有了其他品牌难以企及的品牌忠诚
度，恰如Jeep在广告中所说，“每个人心
中都有一个Jeep。”

尉先生是一名销售主管，性格开
朗、爱好运动的他自然喜欢户外旅行。

“我喜欢户外越野，追求在山野跋涉的
那种自由和洒脱。”言语中透出尉先生
骨子里的那份狂野、爽朗的个性，采访
也在轻松惬意的交谈中开始了。

“Jeep一直是我钟爱的汽车品牌，
拥有一辆 J e e p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尉先生笑着说。Jeep自由光的上市
着实让尉先生眼前一亮，心想属于自
己的Jeep终于出现了。独特的造型，狭
长犀利的大灯设计彰显个性前卫，家
族式七孔直瀑式进气格栅延续经典。

“单是这个性的外观，开在大街上也足

够拉风吧……”尉先
生幽默地说。

2 . 4L的虎鲨发
动机搭载全球首创
的9 A T 自动变速箱
是Jeep自由光的又一
大亮点。“前两天去
外地出差，跑了一路
的高速，自由光真的
很出色，动力十分强
劲，高速油耗也就8

个多点，这9AT的变
速箱是真省油啊，换挡也非常平顺自
如，新技术绝对不是盖的。”聊起自由
光的特点，尉先生也是如数家珍，“自
由光的空间很大，内饰豪华，真皮座椅
包围感极强；增强型的ACC自适应巡
航系统和FCW前撞报警预防系统，能
自动检测车距，达到安全警示距离还
能自动刹停；还有那Uconnect 8 . 4英寸
+7英寸双液晶人机交互系统，集成了
3D实时导航、通讯、娱乐、温控以及行
车信息个性化监控等五位一体操作，
科技感十足，让我开起来也很有面子，
不愧是SUV界的高大上啊。”

“五一假期，我带着老婆孩子去南
郊游玩，正好也让我的自由光出来‘撒

撒野’。它的Active Drive智能四驱系统
加上同级最丰富的5种驾驶模式，不论
是山路，水洼，沙地，都能轻松越过，全
路况智能王的称号绝非浪得虚名。”尉
先生自豪地说。

看得出来，Jeep自由光给尉先生带
来了安全舒适的驾乘体验，正如他所
言：“Jeep的品牌我信得过，自由光就是
属于我的那一辆Jeep。”Jeep自由光的
高品质，赢得了车主的追捧和支持。凭
借着一脉相承的品牌以及其全能化、
效能化、智能化和个性化的全新体验
续写着下一代城市SUV的新篇章。所
以说40万最全能的SUV真汉子也不是
白叫的！ (陈颖)

回顾汉兰达的过去，很容易被
这款国内大中型SUV代表车型的
一长串销量成绩和奖项、口碑所吸
引：从上市开始连续57个月稳守大
中型SUV细分市场销量冠军；今
年4月，打破国内大中型SUV市场
最短时间达成40万销量的纪录；四
次入选权威评测机构IIHS(美国公
路安全保险协会)“最安全SUV”
榜单；主导开创了“豪华城市型
SUV”市场，改变国内SUV市场
格局……自2009年汉兰达国内上市

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写满开创激情
与坚守信念的传奇。

汉兰达设计遵循
“无界限”理念

早在国内上市之初，汉兰达就
率先提出“无界限”的用车理念，
融合轿车、SUV、MPV等多车型
优点。汉兰达车厢采用轿车化布
局，带来比同级SUV更舒适的乘
坐感，甚至拥有超过豪华轿车的舒
适性。其采用多种符合空气学原理

的设计，可以有效吸收振动，降低
风噪，提供平稳的乘坐感受，为
乘客带来安静的室内环境。拥有
这样体积的车身，最小转弯半径
只有5 . 9m，也比硬派越野车灵活
得多。

外观方面，汉兰达沿袭了丰田
豪华轿车一贯的大气风范，并突破
了传统的SUV设计风格的束缚，
注重内在的力量 而 非 粗 放 的 外
表，显得潇洒俊逸。内饰方面，
从精巧布局的多功能方向盘，巧
思设计的储物格，到 8 英寸超大
液晶显示屏，时尚科技感十足，
完全打破了SUV重功能轻设计的
常规。高品质的丝绒、真皮和木纹
材料，更营造出豪华典雅的空间氛
围，精致而又无可挑剔。

有气势 大空间
“大汉”名副其实

通过同级车尺寸对比可以看
到，汉兰达的大，是市场上其他
SUV所不能比拟的，这个“大”
首先来自于汉兰达提供的 7 座乘
坐空间。凭借 4 7 9 5 * 1 9 1 0 * 1 7 6 0
(mm)的车身，“大汉”之名名副
其实。232的座椅布局，第二排座
椅更可前后移动，中间座椅还可
折叠放倒，带来更为丰富的空间
组合。并且，汉兰达即便第二排
座椅向后滑动，第三排也可以舒
适乘坐。在特殊情况下，如果需
求运送大件物品，汉兰达的全部
座椅更可放倒，载物空间更为可
观。

开创“豪华城市型SUV”
新境界

汉兰达独有的2 . 7L双VVT-I发
动机搭配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充分
满足汉兰达在国内城市驾驶的需
要；不仅达成低速到高速的低油耗，
而且实现在拥挤道路上高加速性
能。同时，3 . 5升V6发动机的配备，同
时也满足了一部分车主对SUV高
动力性和越野性能的要求。高发动
机动力输出、四轮驱动系统和19英
寸大直径轮毂的完美搭配，使汉兰
达开创了“豪华城市型SUV”的新
境界。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国内生
产的SUV中，汉兰达是唯一一款全
系标配膝部气囊的车型，是同级别
唯一配备气囊的车型。 (曹江北)

近日，全新一代的奔腾B70已正式上
市，起售价仅9 . 98万元，全新的时尚造型和
激情驾驭让其一经面市就吸引了众多消费
者的目光。全新奔腾B70传承了奔腾品牌高
起点、高品质、高性能的优异商品性，并通
过对外观内饰、动力、平台以及安全配置的
全面革新，为理性更富激情、享受事业追求
和家庭生活的社会主流人群，带来了一种
全新的用车体验。在外观设计上，全新奔腾
B70采用兼具美感与实用性的动感溜背式
车身，配以犀利腰线、流畅尾部、多辐运动
轮辋，突出了进取不止的运动设计风格，突

破了奔腾B70原有商务稳重的形象，形成全
新奔腾B70动感时尚的特性。在动力上，全
新奔腾B70搭载了ET3系列2 . 0L高性能全铝
合金发动机，兼顾高动力性及经济性，排放
标准高，节能环保。通过S-VT可变正时技
术，精确掌握气门开启和关闭时机，实现燃
油的充分利用。与其匹配的有爱信全新第
二代F21系列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这种配
有13种自动模式的变速箱，能够更好地应
对各种路况，让驾驭更轻松。同时，为满足
更注重操控性体验的消费者，全新奔腾B70

还提供了G6M六速手动变速箱，让驾驶更

具乐趣。此次换代的全新奔腾B70是基于奔
腾全新的第二代平台，不仅在车身尺寸及
空间上得到了全面升级，此外，其还采用了

“双横臂式前独立悬架”和“E型多连杆式独
立后悬架”的悬架系统，实现了舒适性与操
控性的极佳平衡。 (媛媛)

夏日防止汽车自燃常识

■本期嘉宾：山东金大友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售后经理 胡衍彪

5月29日，广汽本田在上海隆重
举行第三代飞度上市盛典，定位为

“劲酷两厢车”的第三代飞度在广汽
本田全国特约销售服务店同步上
市，第三代飞度市场指导价分别为
1 . 5 LX舒适版MT 7 . 38万元，1 . 5
LX舒适版CVT 8 . 18万元，1 . 5 SE时
尚版CVT 8 . 88万元，1 . 5 EX 精英
版CVT 9 . 88万元，1 . 5 EXLI 领先
版CVT 11 . 28万元，同时享有“三年
或十万公里”高标准整车保修政策。
日供仅需4 . 99元起。

惊艳的整车设计

第三代飞度以“E x c i t i n g H
D e s i g n ”为整体设计理念，采用
Honda最新的家族式前脸造型概念

“solid wing”，前格栅与大灯融为一

体，凸显凌厉和劲酷。车身侧面运用
特有的劲酷刀锋式双腰线设计，带
来让人跃跃欲试的前冲力。充满张
力的尾部造型搭配使用LED光源的
后尾组合灯，呈现出更高级的质感。
酷劲十足的整车设计让人过目难
忘，第三代飞度还拥有7种丰富的车
身颜色供消费者选择。

惊喜的超强配置

第三代飞度首次搭载Honda全
新Earth Dreams Technology(地球
梦科技 )引擎。全新的1 . 5L 直喷
DOHC i-VTEC发动机最大功率达
96kW/6600rpm，最大扭矩为155N·m
/4600rpm，动力性能居同级之首。配
合全新CVT无级变速器，使得第三
代飞度实现百公里仅5 . 3L的同级别

车型最低油耗。
除了强大的动力系统，第三代

飞度还拥有多达十项的革新科技。
其中Idle-stop发动机节能自动启停
系统、VSA车辆稳定性控制系统、
ESS紧急制动预警系统、广角后视
摄像显示系统、智能屏互联系统等
均是同级别首次搭载，很多技术配
置甚至达到部分B级车标准。

第三代飞度底盘全面革新，采
用新几何形状的麦佛逊式前悬挂以
及高刚性的后扭力梁式半独立悬
挂，前后悬挂均采用稳定杆，获得
优异的响应性能及操控稳定性。全
新CVT无级变速器带来有力的加
速和超级平顺的换挡，并通过G-
design Shift带来畅快而动感的驾驶
感受。

惊叹的空间布局

第三代飞度应用了FUNTEC

技术中的MM理念，以两厢车尺寸实
现了媲美高级别车型的内部空间。整
车长度达到4065mm，对比第二代增
加了165mm，轴距也从2500mm增加为
2530mm，实现了极为优异的后排乘
坐舒适性。遍布车内的人性化设计储
物空间极大地提升了空间使用便利，
Magic seat魔术座椅可通过简单的一
键式座椅放倒或复位调整，实现空间
纵深、高度和宽度的最大化。

第三代飞度自4月19日全国预
售以来，截至5月28日累计订单已突
破6300辆，且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
第三代飞度凭借其全方位价值将重
塑两厢车的价值，成为新的标杆。

济南鸿发店：0531-82777776

济南新广源店：0531-89737777

济南山和店：0531-87500666

济南银座天程店：0531-88722177

济南胜华店：0531-88922118

第第三三代代飞飞度度劲劲酷酷上上市市 日日供供仅仅需需44 .. 9999元元

广广丰丰汉汉兰兰达达 写写满满高高品品质质SSUUVV行行业业传传奇奇

全全新新奔奔腾腾BB7700感感受受运运动动时时尚尚新新定定义义

炎炎夏日，汽车发生自燃事故的现
象明显增多。本期内容将向车主们介绍
一些防止汽车自燃的维修保养小知识。

最常见的汽车自燃事故起因是电线
短路，其发生概率在60%以上。造成电
线短路的原因，一是线路老化，从而在
高温气候下散热较慢而引起；二是一些
车主买车后，给汽车配备各种附加电子
设备，如电子防盗器、高档音响等，增
加了汽车电路的负荷。

因此，车主要定期给汽车做保养，
检查发动机、电路和油路，看有无老化
和漏油情况。其次，尽量减少加装或改
装，不要增加电子线路的负担。如果一
定要改装，应让专业技术人员做专业改
装。

在行车的过程中，车主也应注意，
发动机运转时，不要往化油器口倒汽
油。汽车长时间行驶在高温下时，应该
在中途多作休息，不要让爱车长途暴
晒。

除了常规保养之外，车主一定要按
照规定在车内配备灭火器，如果是干粉
灭火器，最好每年去当地消防器材商店
检查一次，检查干粉粉剂是否结块、提
供喷射动力的内置氮气瓶压力是否下
降。当发现汽车有焦味儿，冒出蓝色或黑
色浓烟时，应知道这是自燃的先兆。车主
需要马上停车，关闭电源、取出灭火器，
给油箱和燃烧的部位降温灭火，避免爆
炸。要在第一时间准确找到起火处，用灭
火器将其熄灭。若发现时已经较晚，火势
又很大，则不应盲目自行救火，而要尽快
远离现场并及时向119报警。

4400万万最最全全能能的的SSUUVV真真汉汉子子
Jeep自由光车主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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