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5月27日 星期三 编辑：牛翔宇 组版：刘静 <<<< A17都市车界

厂商优惠到底？

它还能再降

近期有购车打算的济南市民
刘先生，在车市走了一圈之后，最
终还是选择了齐鲁汽车生活广场。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看中了北京现
代瑞纳，但济南各家店价格基本一
致，不知道如何选择。“从齐鲁汽车
生活广场内的店咨询后才知道还
能额外送800元补贴，这不价格又
降下来了。”刘先生说，幸亏多逛了
逛，这800元算是实打实省出来了。

从4月初，齐鲁汽车生活广场
就推出“全民购车季”活动以来。
在1 . 5月的时间里，共达成订单
200余台。不少消费者趁着周末的

好时光，前来选购车辆或领取相
应的现金补贴。在上周六举行的
交车与补贴发放仪式上，共有70
多位车主领走属于自己的补贴。
尽管人数众多，但办理补贴手续
却一点不复杂，车主只需要进行简
单的资料审核及拍照，只需短短几
分钟就能拿到对应的现金补贴。

山东最大汽车文化广场

买车有保障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位于济南
西部，是一家全新的汽车销售服务
集散地，力争为全省消费者提供
汽车销售、维修服务及汽车文化
生活的新体验。它由大众报业集
团倾力打造，在原有汽车4S经营

模式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6S
经营模式，包括整车销售、售后
服务、零配件供应、信息反馈、汽车
后市场服务及汽车生活体验。

截至目前，已建成北京现代济
南4S旗舰店一家及五大汽车展
厅，为消费者提供涵盖30多个汽
车品牌的销售服务。在相关配套
设施上，汽车保险经济公司已先
期进驻、购置税缴纳大厅与挂牌
服务点也即将启用，届时将形成
选车、购买、保险、缴税、上牌
等一条龙、一站式服务。

格活动链接———

1天卖出60多辆车

在上周六的“全民购车季”

活动上，除了前来领取补贴的车
主外，还有百余名消费者抓住这
一购车良机，选择齐鲁汽车生活广
场买车。

据悉，活动当天推出的不少车
型都是特价车，并进行限量销售。
活动开场没多久，几款特价车型
就被抢购一空，让许多晚到的消
费者懊悔不已。而除此之外，，签下
订单的消费者均能参与额外的抽
奖活动，礼品涵盖洗衣机、面包机
等小家电及加油卡，100%的中奖
率让购车客户满载而归。同时，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还为现场订车
客户提供500元/辆车的额外补贴，
实打实的促销，让许多原本犹豫的
消费者也慷慨下定出手。

（本刊记者）

5月24日，海马汽车的两款高
品质力作——— 第四代福美来和新
海马S7在济南隆重上市，当地主
要媒体、经销商以及客户参加了
此次上市发布会。发布会通过精
彩的互动与体验环节，让现场媒
体和客户对两款新车有了更深的
了解。两款车的智能化、超强动
力性能和高品质得到了媒体和消
费者的一致认可。

一场充满活力的花式单车表
演拉开了发布会的序幕，发布会
以互动的形式将两款新车的T动
力、车联网优势传递给在场的媒
体和客户。会上，海马汽车领导
表示，海马的技术发展方向聚焦
低碳环保和云端科技，通过发动
机的小型化、涡轮增压化和缸内
直喷化，实现更强的动力和更经

济的油耗，同时，快速推进新能
源汽车的量产化。车辆智能化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包括车联网、
远程控制、自动泊车、AEB预测
性紧急制动等技术逐渐普及。涡
轮增压发动机和车联网系统引领

海马汽车海口基地正式进入了
“双T时代”。

第四代福美来和新海马S7是
海马汽车进入自主发展2 . 0+时代
的力作，动力、智能、品质全面
升级。第四代福美来官方指导价

为7 . 49万-11 . 89万元，新海马S7
官方指导价为8 . 98万-14 . 48万
元。当天，现场客户对两款新品
兴致盎然，现场共成交35台。

两款新车均采用涡轮增压发
动机并搭配同级少有的进口6速手
自一体变速箱，1 . 5T/1 . 8T+6AT
可谓同级最强黄金动力组合，给
客户带来充沛、富有激情的驾驶
快感。第四代福美来搭载的1 . 5升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
瓦，动力达到了主流合资品牌2 . 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水准。这款发
动机优越的低转速高扭矩特性，
起步快、提速快、超车容易，非
常适合城市工况使用。新海马S7
搭载的1 . 8升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
功率达138千瓦，动力可与主流合
资车型2 . 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相媲

美，发动机转速从1800转开始，
即可达到最大230牛米的动力输
出，低转速高扭矩特性同样给您
酣畅淋漓的驾乘感受。两款涡轮
增压发动机均为海马自主研发，
在实现超强动力的同时兼顾节能
环保。第四代福美来1 . 5T车型的
百公里油耗仅为 7 . 1 升，搭配
1 . 8T发动机的新海马S7油耗低至
8 . 4升。

HM-Link极智车载互联系统
是国内唯一一家拥有中国电信专
属网段的车联网系统。确保网络
服务畅通、安全、私密。尤其在
车辆发生故障或者需要救援的时
候，其安全性和接通率更加突
出。另有24小时×365天全时无休
人工坐席为客户提供了全面周到
的服务。 （庆义）

为庆祝北京现代济南第一旗舰店瑞和
金达4S店盛大开业，5月30日，齐鲁汽车
生活广场将对在这一天购买北京现代的客
户予以“3年免费保养”的承诺。以北京
现代全新胜达为例，常规保养一次费用在
500元，按2次/年保养计算，此次额外优
惠价值3000元。仅限5月30日，济南瑞和金
达4S店开业购车客户。

同时，在5月30日开业庆典上，济南
瑞和金达店推出新店开业“乐享五重礼”
活动。

1、到店礼：意向客户及老客户到场可
以赠送精美礼品一份；

2、签单礼：活动现场定车即送购车大
礼包；

3、红包礼：活动现场参与红包派送，
更多现金红包等您拿；

4、秒杀礼：活动现场，部分指定汽车
用品一元秒杀；

5、特价礼：开业当天，5台特价车限
时抢购。

济南瑞和金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是瑞和汽车继济南东部北京现代瑞和众达
4S店之后在济南投资建设的又一北京现代
特许经销店。公司坐落于济南刘长山路西

首的齐鲁汽车生活广场院内，是集北京现
代系列产品整车销售、售后服务、配件供
应、信息反馈、二手车置换、保险代理、
汽车信贷、俱乐部等一体的旗舰店。

瑞和金达4S店是按照韩国现代全球最
新特约店形象标准(GDSI)建设的济南首家
北京现代旗舰特约店，公司注册资金1000
万元，建筑面积5000余平方米，建设的展
厅极具现代风格，将成为济南车界最亮丽
的一道风景线。

瑞和金达所有销售及售后服务团队成
员具有多年汽车销售及服务行业工作经
验，均参加过北京现代厂方提供的系统培
训并取得岗位资质认证，具备一流的专业
技能和一流的业务素质，能够全面保证客
户得到北京现代汽车“非凡之旅”的全新
服务体验。

“买现代、旗舰店、瑞和金达最省
钱”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济南瑞和金达4S店
地址：经十西路与平安南路交汇处东行800
米
销售热线：0531-86521666
服务热线：0531-86520555

践行低价承诺 买车给补贴

齐齐鲁鲁汽汽车车广广场场““全全民民购购车车季季””收收官官
上周六，齐鲁汽车生活

广场举办的“全民购车季”
活动迎来最大规模补贴发放
与促销团购活动。在活动当
天，共有近30个品牌参与活
动，最大限度的促销吸引了
百余名客户参与，共成交车
辆60余台。同期举行的交车
与补贴发放仪式，也有70多
名车主领走800元-2000元不
等额外购车补贴，发放现金
近10万元。一沓沓现金到手
的车主纷纷表示：在齐鲁汽
车生活广场买车，最实惠！

海海马马““双双TT力力作作””济济南南上上市市

5月30日，到瑞和金达买北京现代

齐鲁汽车广场送您3年保养
近日，马自达6“底盘好 车才好”的广

告再次让汽车安全成为焦点话题。作为检验
一辆汽车安全性的基础性标准之一，底盘系
统是否先进可靠应该引起每一位消费者的
重视。而事实上，马自达6之所以敢把这个问
题摆上台面，就是因为它在底盘上长期以来
所积累的良好口碑。从最初的设计到技术配
置，从制造到调教，底盘安全始终都是马自
达6作为一款运动型轿车追求的重点之一。

精品理念让安全DNA深入血液

随着汽车数量的爆发式增长，安全不但
成为消费者的基本需求，更是每个车企从产
品开发阶段就必须面对的一道必答题。而如
果倒回到本世纪初，在更多人还对汽车走进
家庭感到不可思议时，关注消费者安全便已
经被纳入到马自达6的研发考虑中。

在2001年，马自达推出了旨在全面复兴
的“新世纪计划”。落实到产品层面，就是要
用更领先的技术，生产出更“精”更有“特色”
的汽车产品，马自达6便是这一计划的产品
结晶，也成为第一款秉承马自达ZoomZoom
全球品牌精神的第一款车型。

负责马自达6研发的工程师在接受采访
时曾表示：“马自达6集中体现了马自达的新
思路，安全性成为与操控、环保并重的考量标
准。特别是在安全方面，研发小组着眼未来从
零开始。对于直接影响汽车安全的底盘系统，
设计标准更是直接瞄准豪华品牌，在实现良
好操控性能的基础上，对安全性给与了前所
未有的高度关注。在产品推出后，马自达6被
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中型轿车之一。”

可以说，一款车从诞生之前，造车理念
就会赋予其独特的DNA。作为中国消费者
运动型轿车的启蒙车型，马自达6不仅展现
出了运动型汽车的新方向，也蕴含了马自达
对于底盘系统等安全技术发展的预判。

超前技术成就安全与操控双典范

在这样的开发理念下，马自达6凭借超
越当时技术水平的底盘系统，不但让更多人
第一次体验到了操控的“乐趣”，也为汽车安
全树立了一个时代的标杆。即便与当今市场
上的热门车型相比，马自达6所表现出来的
竞争力依然优于绝大多数A级车。

在底盘悬挂上，马自达6搭载了成本更

高的四轮独立悬架，双横臂前悬挂加E型多
连杆后悬挂在安全性和操控性上，比目前很
多主流车型应用的麦弗逊前悬挂和扭矩梁
式后悬挂更胜一筹。其中，高支点复合双横
臂前悬挂实现了双铰点下控制臂与上控制
臂的完美结合。除了转向更加精准平顺外，
高速行驶的安全性也大大优于麦弗逊悬架。
目前，双铰点下控制臂仅出现在奔驰、宝马
等高端车型上。而相对于扭矩梁式后悬挂，
马自达6所采用的E型多连杆后悬挂滤震效
果更好，特别是在坑洼路面上，行驶稳定性
和舒适性都提升到了新的水平。此外，马自
达6所采用的3H逐级吸能结构车身如今已
经被广泛采用。这样的设计在车辆发生碰撞
时，可将冲击力最大限度的抵消，车身不至
于发生严重变形，以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

除了底盘系统的优势配置，精细的调教
也让马自达6拥有了加速不下坐、制动抗点头，
转弯半径小等更为出色的操控体验。同时，软
硬适度的底盘让马自达6既适合家庭使用，又
适合赛道驾驶。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发现，马自
达6采用了很多成本更高的技术配置，展现出
它在安全品质和运动性能上的毫不妥协，同时
这也成为它能够热销多年的根本原因。

一汽制造 高品质赢得好口碑

除马自达注入的先进技术和理念外，一
汽轿车所拥有的国际一流生产制造水平，为
马自达6的高品质制造提供了坚实保障。一汽
轿车拥有先进的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生产
线，强大的生产、管理、物流体系能力，为马自
达6的制造和销售提供了有力的整体支撑。

马自达6的高品质也赢得了广泛认可。连
续三年蝉联“最佳中高级轿车”大奖，接连斩获
消费者满意度优胜车型、国产新车质量优胜车
型等多个奖项，让马自达6成为名副其实的获奖
专业户。在J.D.POWER新车质量研究IQS调查
中，马自达6连续两年获得第一名。而弯道王、节
油王、操控王等好口碑，更是代表了消费者对马
自达6的最高认可。综合来看，从产品设计研发
的前精品理念到产品本身对于超越时代标准
技术的应用，再到一汽集团的制造实力，三大
要素为马自达6持续领先市场奠定了基础。而
国内超过80万的庞大消费者群体及诸多口碑
赞誉，也让马自达6成为那些崇尚经典，注重安
全、操控和实用性消费者的首选。

安全选车看底盘 经典马6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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