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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风风风风神神岁岁末末钜钜惠惠
与与您您开开心心过过大大年年

C21

专刊记者 于凤丹

1月24日—2月18日，烟台达
盛昌东风风神4S店岁末重磅钜
惠来袭，订车客户即可获赠新年
大礼——— 港澳双人游。凡是在活
动期间莅临到店的客户，即可获
得新年礼包一份，4S店以超强的
钜惠政策迎接每一个客户。全系
车型5 . 98万元起售，最高钜惠达
2万元，到店就有意想不到的惊
喜，如此良机不容错过。

AX7以成熟的“三大件”引起

了广泛关注，它基于东风军工二
号平台打造，AX7使用的发动机
来自PSA，这款发动机同时搭载
在标致508身上，自动变速箱使用
爱信手自一体6速变速箱，底盘
则经过萨博核心团队的悉心调
校。售价区间为11 . 57万-14 . 97万
元，以可靠的品质和亲民的价格
上市以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上
市一月订单逾万。

作为东风风神2014年产品
布局的“排头兵”，A30真正做到
了起步即与世界同步。新车源

于东风风神全新的DF 1 平台，
遵循实尚设计理念，拥有精实
能效、宽实空间、智尚科技和尊
尚安全四大核心优势，在平台、
节能、空间、安全等多方面，树
立了同级车的全新标杆。以超
低的油耗 ( 5 . 9 L / 1 0 0km )，尊享
国家 3 0 0 0元惠民补贴，赢得了
众多消费者的肯定 .

东风风神A60凭借2700mm的
轴距创造了超大空间、油耗最低
至百公里6 . 5L，通过了C-NCAP五
星安全，媲美多款高档合资车型。

在国际权威调查机构J.D.Power亚
太公司公布的2013年中国新车质
量研究(IQS)报告中，A60以自主第
一、行业第七的优异成绩，荣获

“中国品牌质量冠军”。
CROSS作为一款自由进取

的跨界个性座驾，拥有2610mm的
轴距和172mm的离地间隙，大空
间傲视同级。如全新豪华晶钻
LED日间行车灯、风尚晶锐LED

前大灯、仪表板门护板碳纤维装
饰、爱信新一代变速器、卓越底
盘系统与整车NVH性能优化、7

英寸屏智能信息娱乐交互系统、
行车电脑升级新增倒车距离显
示等炫酷配置，更是充分彰显了
驾 乘 者 的 时 尚 品 位 。2 0 1 4 款
CROSS带给消费者最大的惊喜
在于低至6 . 58万元的起售价，6万
元拥有一款由乐嘉代言，彰显时
尚品位的实用车型，魅力难挡。

烟台达盛昌东风风神4S店
期待您的光临！

东风风神4S店地址：芝罘区
机场路90号(九开家居斜对面)

菱智是我国第一辆自主品
牌MPV，上市后畅销至今，累计
销量逼近5 0万辆，是MPV车坛

“常青树”。目前月均销量超万
台，稳居M P V 市场前列，中级
MPV菱智M5与“小排量双雄”菱
智M3和菱智V3，是其目前热销
的三大车型，“商务接待得意，商
用货运得利”的“全能商务”表现
是其突出优势。2015款菱智从商
务升级、舒适升级，以及新细分
市场的拓展、产品线的进一步完
善等层面，为用户提供了务实的
全能商务车选择。并以“用心，只
为更好的生活”的沟通主张，向
消费者传递了2015款菱智的“全
能商务”将更具专业化、人性化。

首先，2015款菱智进行了商
务升级。在外观方面，2015款菱智
的所有主销车型全部采用套色
车身，更稳重大气，即便是菱智
V3系列，商务感也不亚于市场上
的10万元级别产品。同时，V3的
高配车型还采用了9万元级别的
商务外观。在配置上，售价仅六
七万的M3车型增加了中排360°
旋转座椅、电动五天窗、双气囊
等一系列配置。让菱智M3的车主
轻松尊享10万元级别的高级商务
配置。

其次，2015款菱智进行了舒
适升级，为用户营造了更安静、
舒适的商务空间。在NVH隔音降
噪工程上，2015款菱智精益求精。

比如，在容易产生噪音的发动机
舱、乘坐舱、车身钣金等部位，以
吸音棉、阻尼片、型腔阻断等方
式，有效降低了车内噪音。在驾
乘的便利性上，2015款菱智将中
控液晶显示屏、GPS导航、多媒体
视频播放器、倒车影像等先进科
技配置应用到菱智M5的主销车
型上，为用户带来了高端主流商
务体验。

再次，2015款菱智除了现有
的细分市场产品外，也拓展了更
多的细分市场，不仅丰富了菱智
产品线，也为用户提供了更丰富
的新选择。菱智进入的新细分市
场是传统的大微客市场，这款车
型的出现，让更多的个体商户、

小微企业等基层用户，以大微客
的价格就能轻松拥有正宗商务
车价值，助力他们在事业上的转
型升级。此外，2015款菱智还新增
了3款7-9座的加长版产品，其中，
菱智M5一款，菱智V3两款。它们
均可灵活拆卸组合，彰显了多功
能实用性。

全新升级的2015款菱智，在
产品上让用户深切感受到东风
风行的诚意。同时，东风风行还
与各地经销商联合带来了多重
好礼，消费者不仅有机会享受到
0元订车计划、50万辆倒计时冲量
大奖等带来的购车惊喜，还将获
赠到店礼、购车礼、以老带新礼
等丰厚礼品。

2015款菱智正式上市，售价5 . 69万—11 . 29万元
专刊记者 张辉

2015款菱智24日在烟台
鑫钧风行4S店举行了上市
发布仪式。2015款菱智是东
风风行在用心聆听消费者需
求的基础上，进行改善和升
级的新产品。2015款菱智全
系车型的商务形象、驾乘舒
适性、用车便利性、性能可靠
性等“全能王”优势进一步凸
显，并且售价区间在5 . 69万至
11 . 29万元，性价比再创新
高，让更多消费者能够轻松
享受到全能商务车的价值。

吉安上海大众凌渡全线开跑
专刊记者 孙维扬

引发国内收视热潮的中国版
《奔跑吧，兄弟！》第一季节目已曲
终人散，而跑男们的座驾——— 上
海大众轿跑凌渡在烟台引来众多
市民的“追求”。1月25日晚，上海大
众烟台吉安4S店举行全新轿跑
lamando凌渡上市发布会，众多媒
体记者和凌渡车迷参加发布会。

凌渡的价格区间为 1 4 . 5 9

万—21 . 39万元。凭借锋芒动感的
外观造型、简约精致的内饰风
格、强劲高效的动力总成、激扬
灵动的操控乐趣、智能前瞻的科
技配置、舒享愉悦的人性化体
验、智能贴心的主动安全、细致
领先的被动安全等八大核心优
势，凌渡为消费者诠释了一款轿
跑车的魅力风范。它的登场，开

启了上海大众汽车进军轿跑市
场的全新篇章，向轿跑车市场格
局发起有力挑战。

内饰部分，上海大众凌渡的
内饰运用了大众最新的设计风
格，方向盘采用全新三辐式多功
能方向盘样式，仪表盘则为双表
盘样式，中央夹有3 . 5英寸彩屏。
另外，新车的中控台布局非常规
整，中央为6 . 5英寸液晶显示屏，
底部为空调控制区域，上方为两
个多边形样式出风口设计。

动力方面，凌渡提供了1 . 4T

以及第三代ea888 1 . 8T两款发动
机可选，其中1 . 4T引擎分高低功
率版本，低功率版本的最大功率
为96KW，最大扭矩225N·m，而高
功率版本的最大功率为110KW，
最大扭矩为250N·m，提供5速手
动和7速双离合变速箱可选；而

1 . 8T引擎的最大功率为110KW，
最大扭矩为250N·m，匹配7速双
离合湿式变速箱。

不止于产品配置上的亮点，
凌渡的诞生凝聚了中德双方研发
人员的智慧与全情投入。2010年，
凌渡研发项目启动，它不仅采用
了新型的开发系统，在实验、认
可等多方面均采用了体系新标
准。在研发前期，上海大众汽车
以前瞻视野将国内消费者对轿
跑的期待与用车需求，连同道
路、气候等国内实际用车条件考
虑其中；在凌渡的造型设计、人
机总布置、空气动力学优化、动
力匹配、底盘调校、声学降噪优
化、电器功能匹配抗扰等方面更
是精益求精，以期为广大消费者
带来兼具奢享感受与舒适体验的
全新轿跑。

凌渡华丽亮相。

传祺GA6热辣上市引爆港城
专刊记者 原玥

新时代精英座驾传祺GA6于
上周日在烟台振洋传祺4S店与港
城的消费者们见面啦，经过了这
段时间的等待，港城的消费者们
终于看到了GA6的风采，零距离
接触让大家感受到了GA6的魅力
所在。11 . 68万元起售的价格极具
诱惑力，让它在这个级别的车型
中极具竞争力。

在GA5、GS5、GA3、GA3S后，
传祺又一力作问世。GA6的献世，
让消费者们看到了传祺又一次飞
跃，又一次见证了广汽传祺的优

异品质。GA6不仅运用了最符合
时下潮流的流体雕塑2 . 0车身设
计美学，同时还凭借着全系标配
涡轮增压引擎吸引了无数消费者
的关注，广汽传祺历时多年打造
出GA6，希望凭借产品高性价比
的优势逐渐打破合资品牌壁垒，
使自身能在象征企业形象的中级
车领域站稳脚跟。

按照广汽传祺官方的说法，
GA6从零部件选配、工厂机械化设
备的挑选，到最终实现技术资源整
合，均具有国际一流水平。值得一
提的是，GA6 1 . 6T车型的百公里
综合工况油耗仅为6 . 7L，在同级别

车型中无车能出其右；而G A 6
1 . 8T车型的综合油耗也只有6 . 8L，
相比于同排量的车型少了很多，这
让它更贴近消费者的生活。

烟台传祺振洋店开业4年来，
在烟台市场销量屡创新高，目前
烟台保有量约2000台，销量仍在
持续攀升。传祺秉承“为亲人造好
车”的理念，坚持国际标准，坚持
正向开发，在2015年除了已经与
大家见面的GA6，还将推出紧凑
型SUV传祺GS4，让广汽传祺的
大家族更进一步走向完美，以更
为全面的车型提供给消费者更多
的选择。传祺启航，世界同行。 工作人员在讲解GA6的强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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