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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海马厂家直销
会来啦！4月25日海马汽车厂
家直销会济宁站，在海马汽
车济宁鑫源4S店华彩绽放！
厂家领导直飞现场，现场购
车抽取三开门终极大奖。全
系车型全部厂价直销！全年
最低价！差价双倍补偿！错过
一天，再等一年！

4月25日，海马汽车厂家
直销会，报名参加活动到店签
到就有5升油等你拿！拿！拿！

海马汽车厂家直销抢购
会，这不是普通的团购活动，
全系车型全部厂价直销，给
大家带来海马史上最大幅度
优惠，车展什么的都弱爆了，
优惠绝对不会低于任何车
展，同时现场抽取终极购车
大奖，任性到根本停不下来。

4月25日海马汽车厂家
直销风暴开“约”啦！“价”你

说了算，我愿意！只要您来参
与，礼品、抽奖、优惠，通通都
是你的！

还在为口袋里的预算不
足发愁？还在整天梦想着自
己喜欢的座驾？现在机会来
啦！凡购海马S7即可享受320

金融政策，只需首付三成即
可轻松将2015款海马S7开回
家；同时还推出“服务升级”
活动，首次保养免费升级为
10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公

务员购车更可尊享厂家3000

元补贴，让你用车无忧。
早春四月，海马汽车以

实际行动证明“比大白哥更
爱你”！

约吗？约吧！真爱钜惠，
爱不宜迟！海马汽车济宁鑫
源4S店对新老客户的钜惠风
暴踏着四月的春风来了，价
格直降到底，史上最低，机会
绝无仅有，尽在 4月 2 5日，

“价”给你，我愿意！ (孙涛)

大事件 4月25日 海马汽车厂家直销会

作为北京汽车精心打造的首款
SUV，绅宝X65自上市以来就备受关注，
其强劲的动力、精准的操控、全面的安全
配置令众车友们跃跃欲试，都想亲自体
验一下这款高性能休旅SUV。为解本地
车友的相思之渴，4月25日，济宁店绅宝
X65试驾会即将火热开启，诚挚邀请媒体
朋友和车友们共同参与试驾，零距离地
感受绅宝X65所带来的不凡驾驭体验。

在试驾活动现场，特别设置静态赏
车环节，你将有机会全方位欣赏绅宝X65

的时尚外观和精致内饰，同时深入了解
其丰富的功能配置。此次试驾活动的现
场将设计为赛道的形式，针对SUV车型
特点设置不同路面行驶场景，让你感受
绅宝X65在不同路况的出色性能表现，真
切地体验一把赛道激情。面对各种复杂
路况的考验，绅宝X65将充分展现它平顺

的加速表现、卓越的过弯性能和良好的
车身稳定性。

直线加速是考验车辆发动机动力的
经典科目，在这个环节你将切身感受绅
宝X65 2 . 0T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澎湃动
力，体验瞬间加速的快感；十字倒车环节
将展示绅宝X65的360°全景影像功能，
让你体验如何通过显示屏幕在狭窄空间
中轻松倒车；8字绕桩将带你领略绅宝
X65灵活的操控性，尽情享受驾驶的乐
趣。此次试驾会将以卓越的驾驶性能、全
新的驾驭感受，充分展示绅宝X65“为性
能执着”的产品理念，带你体验一场高性
能SUV试驾之旅。此外，现场还有绅宝
D50、D20供你试驾，一次玩转绅宝多款车
型。如此精彩的试驾活动，你是不是再也
坐不住了？即刻报名参加试驾，还有神秘
好礼相送！ (施园)

性能至上 济宁店绅宝X65试驾会即将火热开启

4月19日，昌河汽车济宁昌达4S店在
济宁万达广场举办的福瑞达M50上市会
圆满落幕，共有200余次新老客户前来参
加此次的上市会。小雨依然抵挡不了福
瑞达M50的“硬式”魅力，上市现场依然
人气爆棚。

福瑞达M50的外形协调简约，内饰
的布局较为规整，空间灵活多变。在车身
尺寸的长度和轴距方面较竞品车型具有
一些优势；并且还具备倒车雷达、电动车
窗、大灯高度调节、EPS电动助力转向等
实用性配置。在售价方面也是较为亲民
的，相信销量将不是问题。福瑞达M50将
搭载BJ415系列的1 . 5L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102马力(75千瓦)，最大扭矩为
135牛·米，与发动机匹配的是5挡手动变
速箱。

福瑞达M50采用了灰色系进行配
色。中控台的布局规整，左右对称式的设
计非常协调。三辐式方向盘集成多功能
按键，音响系统还配备了Mini SD卡及
USB外接音源接口，空调系统则采用旋
钮式设计。

福瑞达M50配有6 . 5英寸多媒体触控
显示屏、包括蓝牙电话、GPS导航等功
能。此外，新车还配备了ABS+EBD、倒车
雷达、电动车窗、大灯高度调节、EPS电动
助力转向及遥控钥匙等。 (缪大鹏)

福瑞达M50济宁区域上市会圆满结束
4月的天气乍寒还暖，

第一次走近了荣威950，在一
百八十多公里的高速、山路、
城市主路、国道、乡间小道上，
经过40多小时的深度试驾让
我们更深入的感受到了荣威
950这款自主商务用车所带来
的惊喜。也许仅以这一眼就说
荣威950称得上国产品牌骄
傲，似乎为时过早。也许将荣
威950的内涵，优越一一揭晓，
也许您会欣然颔首。

950是一款很耐看的车
型，标准的中级三厢车身，车
身前后比例很协调，加上我

们体验的这台全黑的车身，
很容易让消费者感觉到950

是一台商务定位的车型，即
使车身长度接近5米，但无论
从哪个角度看950，都不会有

“很大”的感觉，相反，在车身
一些细节上的处理令这台车
看起来很修长、巧小，却又很
有高级大气的范。“这台车三
十万差不多了吗？”这是试驾
路上大部分不知道这个品牌
的朋友，向我问得最多的问
题。

最关键的部分，就是车
辆的动力系统，荣威目前没

有自家的动力技术，所以的
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都是从
通用集团直接拿来的。分别
有2 . 0、2 . 4和3 . 0三款发动机，
变速箱则是同样来自通用的
六前速手自一体。

无可否认，在品牌还没
有强大之前，950都只是荣威
的代言车，要想真正与其它
车型甚至与自家君越抗衡，
除非通过价格战，或者提高
竞争力，显然，价格战不是荣
威会走的路，要提升实力，产
品本身就要不断提高，当然
品牌也要不断提升。(张效良)

深度试驾体验荣威950 感动巅峰之旅

4月19日，由济宁绿地·国际城项目
倾情赞助、高新区科技中心、济宁珠江体
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大力协助的2015铁
子帮全球“铁丝联盟杯”——— 济宁赛区足
球联赛在济宁高新区体育公园隆重开
幕。

济宁绿地·国际城项目是世界500强
企业绿地集团开发建设，绿地集团是以
房地产为主业的综合性企业，在确保房
地产行业领先地位的同时，绿地集团还
积极发展金融、商业及酒店运营、地铁投
资、能源等次支柱产业，其中上海绿地申
花是集团下属球队，目前也取得非常好
的成绩。

本次联赛是由铁子帮足球俱乐部主
办、铁子帮济宁分舵承办、KELME卡尔
美服装、中国平安保险为合作商的济宁
大型足球联赛。参赛球员、裁判员以及服

务人员近 4 0 0人。齐鲁诸侯队、高新区
GFC队、济宁祥云队、惠达瓷砖踢球者
队、济宁鲁腾队、济宁老男孩队、兖州金
太阳队、嘉祥雪狼队、邹城流浪者队等9

支球队参加。比赛参照国际通用足球竞
赛11人规则，采用单循环及杯赛制，共进
行52场比赛，每周日全天举行，赛期持续
三个月。 (本记)

2015铁子帮全球“铁丝联盟杯”
济宁赛区足球联赛隆重开幕

笔者从浦发银行济宁分
行了解到，为了更好地满足
客户的需求、浦发银行济宁
分行信用卡中心推出了当下
最热门分期产品———“汽车
分期”业务，最长36个月的分
期还款，帮助持卡人最大限
度减轻还款压力，提前圆上

“汽车梦”。
用银行的钱来消费，用

自己的钱去理财，这种观念
正在让越来越多的持卡人所
接受。浦发银行信用卡持卡
人通过办理汽车分期业务，

能感受到诸多便利。
首先，持卡人不需要担

心额度的问题，对于“汽车分
期”业务来说，会给到持卡人
独立于一般刷卡额度之外的
专享分期额度，最高可达500

万元，对于信用卡优质客户
来说，只需要准备20%的首
付，即可向浦发银行申请办
理浦发信用卡汽车分期。

其次，浦发银行信用卡
汽车分期业务可供客户自由
选择12期、24期、36期来支付，
客户根据自身情况可灵活选

择使用。同时，浦发信用卡汽
车分期业务超低的手续费
率，可大大减轻客户的还款
压力。

长期以来，浦发银行信
用卡中心积极探索个人消费
金融新模式，将分期业务渗
透至生活各领域。今年，浦发
银行信用卡中心还同步推出
旅游、购车、家装、求学、医
疗、购置家庭消费品等分期
业务，让更多的持卡人提前
成就梦想。

(缪大鹏)

浦发信用卡夯实“汽车分期”业务

让更多的持卡人轻松把车开回家

现在城市道路越修越宽阔，交通越来越便利，可这也抵挡不住有车一族的飙
升，拥堵显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共性的问题。堵车无处不在，我们也无法避免堵
车，如果你是驾驶手动档汽车，那堵车时车技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努力学习掌握
一些堵车时开车技巧，不仅可以保证自己的安全还可以保护爱车不受磕碰。

路路路路遇遇遇遇堵堵堵堵车车车车
如如如如何何何何保保保保证证证证爱爱爱爱车车车车不不不不受受受受磕磕磕磕碰碰碰碰

堵车时，尽可能与前车在左方向
上错开一点，使自己能看到前方的好
几辆车。

前方车起步后，让出一个车身的
距离再起步跟上，同时注意前面四五
辆车的动态。如果最前面的那几辆车
只前进了一米就亮了刹车灯，那你干
脆就别起步了，以防来不及刹车造成
追尾事故。

起步不要过快过猛，跟车不要太
近。这一点是最需要注意的，堵车经
常不是一时能解决的，起步太快很容
易出事故。在低档位低速的情况下，
尽量提前挂进空档利用惯性空档滑行
一小段。

跟上前车后，如果最前面的车还
在动，你可以稍踩油门稳稳跟进，一
旦发现最前面的车加速了，就切入二
档。反之，最前面的几辆车已经亮了

刹车灯，就立即挂到空档松开离合向
前滑行。

如果不是热得冷得受不了，最好
关闭空调，这样车起步加速会更快
捷，别人更没机会挤进来。

密切注意左右的车辆有无变道挤
进来的意图，如果有，就跟紧一点，
反之就跟远一点。条件许可的情况
下，靠最左或最右的车道行驶，避免
两边都有车要挤进来的局面。

在前车没有完全停下来之前，你
也不要让自己的车完全停下来，并随
时准备挂到二档再跟进。

手脚配合得好了，挂入空档时离
合器不用踩到底，点一下就行了。

这些小妙招相信可以让你在堵车
时，即便是驾驶手动档车子也可以驾
轻就熟，顺利跟上。

（宗合）

商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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