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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最美4月天，又到了幸福
出游的季节！曼妙春光定不可负，
趁着风和日丽，趁着大好河山，润
华雪佛兰汽车公园店，懂你所需，
0利息“贷”你看看这美丽世界！

全新科鲁兹——— 8万定额贷，
24期0利息贷你幸福出游！

作为高端紧凑型中级车的品质
新标杆，不仅拥有超高颜值和强劲
动力，现更享8万定额贷24期免息
活动，全系再享真皮座椅，帮您节
省利息1 . 22万，年轻的您轻松拥
有绝不是梦！

创酷——— 6万定额贷24期0利
息，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素有小变形金刚之称创酷，凭
借其纯正美式SUV范儿和超越同
级的性能，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
“芳心”，外出“撒野”怎能少了
它！6万定额贷24期免息！帮您节

省利息0 . 9万，独具个性的您值得
拥有！

赛欧3自动挡——— 全系享3000

元惠民补贴，最长可享6年16万公
里质保！

搭载全新AMT智能换挡变速
箱，兼顾轻松操控与超低油耗的赛
欧3自动挡车型空降齐鲁春季车
展。除6 . 89万元到7 . 99万元的亲
民价，全系还可享受3000元惠民补
贴，同时最长可享6年16万公里质
保！3万定额贷，12期免息活动让
购车门槛更低，让你迅速拥有触手
可及的幸福！

科鲁兹经典——— 7 . 99万起，限
时限量抢购！

五星安全，放胆追逐！实力品
质，触手可及！科鲁兹经典款金融
特价7 . 99万起，限时限量抢购！
仅需7 . 99万即可成为百万科鲁兹

人当中的一员！仅一辆小型车的价
格即可购得这款中级车“性价比之
王”。一样的价钱，翻倍的享受，
赶快把科鲁兹经典开回家吧！

科帕奇——— 7座王美系SUV，
最高综合优惠5万！

为英雄者，海纳百川，与亲朋
好友同行！以“大”著称的雪佛兰
科帕奇，其凭借7座灵活可变大空
间、增强性专业SUV底盘和2 . 4L
大排量高效动力等优势，成为春日
出游的首选。超大美式7座SUV科
帕奇最高综合优惠5万，真正的内
部员工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春到极致是4月，在这充满生
机与活力的美丽季节，如果让自
己宅在家，岂不是对不起大自然
赐予我们的宝贵礼物？快和润华
雪佛兰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吧！

详情请洽：
山东润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济南市经十西路润华汽车公园 (京
福高速西口西行四公里路北)

电话：0531-87297866

( 扫 描 二 维
码，获取更
多店庆精彩
资讯)

为什么要选择克莱斯勒300C
呢？爱车的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秘
密：克莱斯勒300实为Hemi发动机
而生。1951年，克莱斯勒公司发布
全新V8Hemi系列发动机，后经一系
列改进，最大功率达到了300马力，
成为当时汽车界难以触及的动力巅
峰！为了充分展现300马力的魅力，
1955年，第一代克莱斯勒300应运
而生。

这款日后风靡全球的车型，虽
然历经十代，不断改进创新不断新
生，但其标志性的暴力发动机，气场
十足的大块头，充满力量感的车身
线条，以及顶级性能的优厚配置，不
仅长久称霸赛车界，更成为了肌肉
车的标杆。充满了侵略性外观，让人
不由自主地产生敬畏感。全新的悬
挂和底盘让克莱斯勒300C操控性

如虎添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克莱斯勒300C内饰设计、材质

选择与配置令人印象尤为深刻，也
更加精致贴心。如果说以往的美国
车就是粗糙的代名词，那么300C
百万级奢华内饰则完全打破了这个
刻板印象。玛莎拉蒂专属真皮内
饰、哈曼卡顿豪华音响系统等顶级
配置；通风加热座椅、制冷热杯托
等贴心配置；以及内饰的材质做
工，都在某专业汽车媒体豪车盲测
中轻松虐杀了同级对手。

24小时狂揽4亿票房的《速度与
激情7》以锐火燎原之势火爆荧屏，
美国人(其实可以说所有人)骨子里
都会对速度和激情有着不懈的追
求，这点在荧屏内外都能得到论证。
和屏幕上动辄千万的超跑、肌肉车
有些出入，现实中的美系车会以一

种最佳的平衡追逐速度和激情带来
的极致快感。就像300C，采用了
同级唯一豪车动力专属：V6发动
机，再配合ZF8速变速箱，换挡平
顺、高效，极致的线性加速、持续
舒畅的动力输出，带来极致的驾乘
体验。同时，这样的动力匹配在最
大程度上兼顾了强劲动力和舒适乘
坐之余，也将油耗降得更低，让进
口克莱斯勒300C获得了同级别领
先的燃油消耗量。

进口克莱斯勒300C，无论是豪
华气场，还是性能、做工、安全性全
都领先同级！欢迎大家到店进行试
驾和订购，销售尊享热线：
济南润华天莱Jeep店：
0531-87299818

潍坊润华天泰Jeep店：
0536-7360666

淄博润华天莱Jeep店：
0533-7980666

滨州润华天莱Jeep店：
0543-5029123

青岛润华天莱Jeep店：

0532-87721988

济宁润华天莱Jeep店：
0537-2985888

菏泽润华天莱Jeep店：
0530-5236111

日前，以“汽车生态裂变
ING”为主题的2015中国汽车创
新者大会在上海车展前期召开。
搜狐汽车联手主流媒体与一众车
企，对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汽车生
态的演变进行探讨。期间来自各
行业的演讲嘉宾，分别对新能源
汽车、车联网、汽车电商、自动

驾驶、汽车共享等新领域进行了
技术探讨，会上多位代表发表了
对汽车生态链各环节的变革与创
新。搜狐汽车推出“搜狐媒体平
台·汽车联盟”开放平台，将邀
请汽车厂商、经销商、机构、媒
体人和自媒体人入驻。

(振宁)

作为汽车行业的顶级盛宴，第
十六届上海车展已于4月20日拉开
帷幕。本届车展期间，中国商用车
第一品牌福田汽车集团与福田戴
姆勒汽车联合参展，并在现场首次
发布电商、快递物流一站式整体解
决方案。这一举措标志着福田汽车
集团和福田戴姆勒汽车凭借领先
技术实现多品牌多业务整合的基
础上推出专业一站式解决方案，已
经由之前的传统汽车生产商全面
升级为物流行业解决方案的提供
者，此举引起业界的普遍关注。

“福田汽车集团与福田戴姆勒
汽车打造一站式整体解决方案，进
军快速发展的电商、快递物流运输
市场，必将有力推动电商、快递物
流行业的升级换代，助力电商物

流企业提升业务运营效率和客户
满意度，带来全新的价值体验。”
福田汽车集团执行副总经理王向
银表示。

此次在上海车展上集体亮相
的四大品牌电商、快递物流专业
运输车，全部配置了全球领先的
康明斯动力系统，全面提升了产
品的经济性、安全性及运营效率。
欧曼重卡包括14 . 5米集装厢牵引
车和9 . 6米、7 . 6米厢式货车，满足
电商、快递物流用户在省际干线
上的高效需求；欧马可、奥铃轻卡
为3 . 6米至6 . 75米的厢式货车，主
要满足城际支线运输；图雅诺是
新一代商务车，主要在市内配送乃
至“最后一公里”的终端运输链上
发挥主要作用。 (杨晓梅)

★济南大谦
四月车展季，大谦有好礼，错

过车展的遗憾，大谦还给您。部分
车型现车销售，并且提供免费二
手车评估、挂牌、保险，0利率贷款
购车等一站式管家服务，让您购
车、用车零负担。活动详询：0531-
81183999 .

★一汽-大众金宝利
【一汽-大众金宝利·大团购

来了】4月25日，金宝利携手团购
网，店内大团购。与“质惠双重
礼，到店更惊喜”活动同步进
行，双活动同享，High翻天。一
汽-大众全系车型，优惠一降再
降，降到冰点。全系购车可享
“保险、0利率、置换补贴”，
车型最高钜惠5 8 0 0 0元。金宝
利，离您最近的大众汽车服务中
心！工业南路67872777

【一汽-大众金宝利·预约省
钱】售后预约，快速、便捷，不排
队。保养维修，只有电话预约怎么
能行。一汽-大众金宝利特推出微
信预约便捷通道，关注金宝利公
众号，微信预约养修，可享工时8
折优惠。金宝利公众号：sdjbl7。金
宝利，离您最近的大众汽车服务
中心！工业南路88511666

★吉利汽车超市
吉利越野车只要6万多，沃尔

沃技术支持，第一辆越野车首选；
买吉利到吉利汽车超市69927000

团购保养送好礼，火爆进行
中。吉利汽车超市24小时售后服
务87292200

★山东吉通雷诺
雷诺·卡缤 Captur法国浪

漫设计，西班牙精细制造，纯正
欧洲血统，1 . 2T涡轮增压，独
特的双色车身设计及可定制化颜
色搭配，更有多重个性内饰可供
选择，售价13 . 98万-18万！全面
接受预定！

购车就要稳准狠，即日起-5
月30日，进口雷诺惠享泉城，购车
可享：一、5年或12万公里免费保
养；二、赠送一年全车险；三、全系
最高钜惠3万元，让您真正全年用
车0成本。进口雷诺 第一辆进口
车首选。山东吉通87292268

★山东世通斯巴鲁
山东世通斯巴鲁“五一远行”

行动，免费检测您的爱车，让您在
五一驾车出游无后顾之忧，春季
出游不用愁，只要拥有斯巴鲁！山
东世通斯巴鲁24小时售后服务热
线68851110

五一想要去远行，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来山东世通斯巴
鲁！20万区间最强SUV！整车原装
进口、全时四驱、水平对置发动
机！斯巴鲁“五一远行”限量30台，
抄底价，送豪礼，试驾即送398元
礼包！斯巴鲁老车主转介绍即得
1 0 0 0 元 保 养 券 ！抢 购 热 线
68855885

★山东大友集团
2013年，东风日产创新发布

“出险代步承诺”，成为国内汽
车行业首创的服务模式；2015
年，东风日产在济南正式发布
“发动机+变速箱终生保修”承
诺，大友集团成为济南汽车市场
第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经销
商。同时，NISSAN欧冠季，四
重礼赏、怒放欧冠！东风日产天
籁、奇骏、逍客欧冠版、骐达大
师版，换新登场。通过汽车之
家、爱卡汽车、凤凰网、网易汽
车欧冠活动页面参与活动赢取最
高4999购车基金。详询大友汽贸：
0531-88886888

★DS大友旗舰店
DS济南唯一授权4S店，DS5、

DS5 LS万元钜惠，订车礼、来店
礼、试驾礼豪礼不断！品鉴热线
8328 5555 地址：二环南路8296
号(济南大学南邻)

★开源雪铁龙
降价！促销！打折！五一节前

疯狂购，买车也有大优惠、4月25
日，来开源雪铁龙·厂家直销特卖
会吧，全新爱丽舍、新世嘉、C3-
XR、C4L、新C5最低8 . 5折起售，
最低首付1 . 3万元，更享0利息、0
手续费，最长可贷60个月，更有冰
箱、法国原装红酒、精品车模、电
水壶等豪礼，到场就送，心动就赶
紧行动吧，详询：济南开源雪铁龙
88678989/88600466 地址：济

南市北园大街43号。

★菲源比亚迪
S7作为比亚迪SUV战略的重

点车型，紧抓用户需求，为消费者
带来全新7座空间以及更便捷的
驾乘体验。不管是上有老下有小
的7人大家庭，还是想要换台更大
的车，S7都将是你的理想选择。比
亚迪S7现已推出1 . 5TI黄金动力
车型，现车已经到店。详询济南地
区唯一一家全国优秀经销商菲源
比亚迪 咨询热线： 88678999/
88678998 地址：济南市历城区
北园大街43号全福立交西行300
米路北。

★百得利进口大众
山东百得利所有车型火爆热

销中！1 .“向经典致敬”时尚的
典范—甲壳虫16 . 8万起。2 .全新
高尔夫Sportsvan现车热销中，仅
售23 . 98万元。3 .原装进口大众
u p ! 仅售1 1 . 6 9万，首付3 . 5
万，月供1427元。4 .德国原装
Tiguan31 . 98万起。5 . 15款高尔
夫R 39 . 38万起，15款途锐耀锐
版上市，首付享半，超优惠金融政
策 ！详 询 山 东 百 得 利 0 5 3 1 -
55769999

30万区间唯一进口豪华商务首选

全全新新克克莱莱斯斯勒勒330000CC

世世界界那那么么大大 润润华华雪雪佛佛兰兰““贷贷””你你去去看看看看

4月15日，由华人音乐天王周
杰伦代言的纳智捷全新纳5在北
京上市，全新纳5共推出4款车型，
车型售价9 . 98万-13 . 58万元。纳
智捷洞悉消费者对更高动力、更
经济油耗的需求。打造出ECO
HYPER高效节能动力系统，搭载
双VVT可变汽门正时系统，爱信
最新六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及低
滚阻轮胎，通过对发动机的智慧
调教，大幅提升燃烧效率，兼顾
燃油经济性(中低负荷)与提升性

能(高负荷)，有良好的加速与降
低排放表现。最终实现全新纳5油
耗改善15%，百公里油耗手动挡
7 . 3升、自动挡7 . 6升。 （庆义）

福田汽车发布电商、快递物流一站式战略

搜狐举办2015中国汽车创新者大会

全新纳5 1 . 8T上市 售9 . 98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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