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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不是那句“爱你一万
年”，或者“我对天发誓”

承诺，是电影《蜘蛛侠》经典桥
段“力量越大、责任越大”的勇气与
担当

承诺，是东风日产对每位车主
持续关怀的企业信条……

2012年，东风日产发布“品质
无忧承诺”，成为业内第1家推出“7
天包换”服务的合资车企；

2013年，东风日产发布“出险
代步承诺”，成为国内汽车行业首
创的服务模式；

2015年，东风日产发布“发动
机+变速箱终生保修承诺”，大友
成为济南汽车行业第一个敢为天
下先的经销商集团。

同年，济南车市放出猛料，东
风日产向置换/增购的老车主提供

“3年/10万公里免费保养承诺”，最
高享受19次免费保养，现金价值
6000元！

创新，为你心动！东风日产用
不断升级的特色服务，向新老车主
带来超越期待的产品体验。7月，东
风日产开启“老板放价·夏不为利”
活动，五大回馈只为您的到来，我

们蛮拼的！
回馈一：100台签售车型
100台总经理签售特价车，限

时秒杀！阳光5 . 98万起、骊威6 . 98
万起、轩逸7 . 98万起、骐达8 . 93万
起、逍客11 . 48万起、天籁15 . 98万
起！

回馈二：3000元置换补贴
成功置换奇骏、天籁和轩逸车

型，可获得额外3000元现金补贴！
回馈三：0利息分期购车
0利息购车多种分期方案，现

在换车和3年后换车，成本一样！
回馈四：19次免费保养
成功置换/增购的老车主，获

得最高19次免费保养，现金价值
6000元！

回馈五：27000元代步险
购车就享行业首创“每年60天

出险代步车”服务，价值最高27000
元！
更多惊喜详询：
东风日产经十西路大友店
88880000
东风日产经十东路龙腾店
88882222
东风日产工业北路金大友店
82798888
东风日产二环南路银大友店
87580666
东风日产二环西路骏大友店
87111188
东风日产章丘大友明店
83788888

1199次次免免费费保保养养承承诺诺 东东风风日日产产服服务务再再升升级级
——— 四大服务承诺引领济南车市

“2015年FUNTEC SAFETY
安全之旅”活动于6月24日-6月28
日在日本热力开展。此次活动，
Honda中国携手东风本田汽车有
限公司和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特邀部分媒体参观了全球首个全
方位安全碰撞实验室，通过车对车
碰撞实验、车对行人假人碰撞实验
和安全驾驶培训体验等活动，全面
介绍了Honda“你 最珍贵”的安
全理念。在车对行人假人的碰撞实
验中，Honda安排了VEZEL以40km
/h的速度撞击行人假人POLAR
Ⅲ。通过碰撞现场的实拍视频可以
看到，POLAR假人接触到的保险
杠、发动机罩等部位都充分变形吸
收碰撞能量，大幅度降低了对行人
的伤害，从而力证了Honda行人保
护技术的先进性。而在车对车的碰
撞实验中，东风Honda量产全新思
铂睿与广汽本田量产全新奥德赛
在事先毫无预演的情况下，以各自
50km/h的均速，也就是100km/h的
相对速度，进行正面偏值率50%的
碰撞。碰撞中，两车的ACE承载式
车身都充分发挥了能量吸收的功
能，两车的发动机舱充分溃缩，吸
收碰撞能量；在乘员舱方面，两车
的所有车门都可以正常打开，A柱
到车顶没有任何变形，安全气囊正
常展开，乘员假人坐姿端正。碰撞
试验的结果表明，采用了ACE承载
式车身构造的全新思铂睿和全新
奥德赛皆具备卓越的碰撞安全性
能，双方车辆的乘员都得到了很好
的保护。 (秋仪)

6月29日上午，“东风汽车雷
锋班组进军营”主题活动在辽宁
省抚顺雷锋团启动。此活动由新
华网、新华军网联合东风乘用车
公司共同主办，在“弘扬雷锋精
神，共筑强军梦想”的主题下，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隆重献礼。

“作为东风的核心事业板块，东
风风神传承东风优秀军工基因，
同时，此次担当探访之旅车队主
力的东风风神AX7更是东风军
转民的代表作。”余军说。除了对
军工文化的寻根溯源，东风风神
探访活动还在于展现中国汽车
品牌的自信自强。在探访之旅
中，整个车队将经历东西南北不
同地域，从冷到热不同气候，以
及都市、乡村、山路等各种路况
的考验，是对东风风神第二代产
品品质、性能的一次全面检阅。
尤其是源自军工2号平台的东风
风神AX7，超过1500名研发人员
参与开发，其与东风猛士一脉相
承的强劲澎湃的动力性、强固耐
实的可靠性、强悍畅达的通过
性、强大智能的信息化四大优
势，将在旅程中得到全面展现。

(邓敏)

全新思铂睿

凝聚FUNTEC顶尖技术

东风汽车

雷锋班组走进军营

最新数据显示，广汽传祺6月
份继续保持高速上涨趋势，全系

销 售 1 . 3 万
辆，同比增长
3 5%。在竞争
白 热 化 的
S U V细 分 市
场，传祺GS4
逆风打破“中
国 纪 录 ”，上
市 第 二 个 月
便取得1 . 1万
台的佳绩，成
为 最 快 跻 身

“月销万辆俱
乐 部 ” 的
S U V 。传 祺

GS4搭载高效能200T涡轮增压发
动机，配合7速G-DCT手自一体

变速箱，拥有GCCS燃烧控制专
利，S t a r t - S t o p发动机启停等
4 6项尖端技术，动力性能全面
超越2 . 0L发动机，百公里油耗
仅6 . 3L，怠速静音36分贝媲美
豪车。

传祺GS4坐拥1852mm同级
最宽车身，以及同级最优980mm
大后排空间。相比国内合资热销
SUV现代ix25或本田XR-V，传祺
GS4拥有更出色的装载空间，并
可实现4/6放倒后排座椅，180°
完全放平，后部车内空间达到
1410L，满足自驾出游甚至小批量
装载的需求。

业内人士认为，“与国内热销
的合资紧凑型SUV相比，传祺

GS4在动力、空间、配置与价格等
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与自主品牌
热销SUV车型相比，传祺GS4则
在品质、安全和操控性方面更具
竞争力，传祺GS4迅速实现月销
破万实属必然。”传祺GS4成为最
快破万SUV，再一次有力证明了
一个事实：只要坚持原创、品质为
先，在核心技术层面坚持正向研
发，中国品牌完全可与合资品牌
正面交锋，扭转市场格局，企业的
发展之路才会越走越宽。
广汽传祺济南润祺店
销售热线：0531—86308276
86308277
公司地址：济南市二环西路68号
(匡山汽车大世界东区2号)

如何提升“逼格”，更好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也成为各车企努力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
上市以来一直供不应求的北汽绅宝X65(以下
简称X65)就是一款高“逼格”的城市SUV。在众
多消费者眼中，起步价不到10万元的X65绝对
是有“价”更有“料”，品质高“逼格”更高。

X65全系标配了源自SAAB核心技术的
2 . 0T发动机，最高功率可达130KW，峰值扭
矩更是达到240N·m，与同级产品相比有明
显优势。

X65所装备的360度全景影像系统，能
够在中控8寸大屏上清晰的显示车身周围的

情况，配合4探头的博世品牌倒车雷达，为驾驶
者提供360度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行车保障。

X65配备的1 . 25平米超大全景天窗，采
用4 . 8mm的隐私钢化玻璃，再加上遮阳帘，
不仅保证你和女神二人世界的私密，还能
100%遮光并阻挡红外线，来自著名供应商
英纳法的配件，让天窗能承受800N的静态
载荷，让你可以高枕无忧。

看完这三招，是不是也会和笔者一样，
感慨X65“逼格”高绝非偶然。对于众多正在
寻求发展壮大的中国品牌来说，迅速蹿红的
X65值得深入的解剖和借鉴。

传祺GS4月销量破万

作为一款引领时尚潮流的城
市SUV，纳智捷优6SUV不断的用
销量及品质证明了自己。在上市
后的这一年中，他凭借时尚外观、

超强动力、优秀操控以及最拿手
的智慧配置不断俘获客户的心。
2015年下半年的开始，纳智捷鑫
大友汽车生活馆钜惠回馈广大优

6粉丝，降低购车门槛，钜惠政策
辅助，让您轻松拥有属于您自己
的优6SUV。
经典款优6 SUV，综合优惠3万元

1、现金优惠4000元；2、享5年
或10万公里免费保养，价值15000
元；3、享6年6大系统无限公里延
长保修服务，价值6000元；4、免息
特惠金融专案，价值3000元；5、二
手车置换补贴，价值2000元；
2015款优6 SUV，综合优惠2 . 6万元

1、享5年或10万公里免费保
养，价值15000元；2、享6年6大系
统无限公里延长保修服务，价值
6000元；3、免息特惠金融专案，价

值3000元；4、二手车置换补贴，价
值2000元

更多惊喜到店即享，欢迎凭本
报到店领取周杰伦限量版Q形象定
制优盘。
纳智捷鑫大友汽车生活馆
地址：北园高架黄岗下北行77米
路南(匡山公园对面)
贵宾专线：0531-85667777
纳智捷鑫大友汽车生活馆 章丘
分馆
地址：山东省章丘市济青公路与工
业二路交汇处东南角(明水眼科医
院对面)
贵宾专线：0531-83873377

纳智捷优6万千钜惠 礼遇不断

作为江淮布局主流城市suv
市场的重磅产品，第二代瑞风s5
搭载1 . 5tgdi+6dct白金动力组合，

并在智能科技、
人性化设计等方
面精心打造，为
年轻消费群带来

“乐驾 s uv”全新
选择。

“白金传动
系”中的1 . 5tgdi
汽油发动机实现
了缸内直喷、涡

轮增压、dvvt三大技术的结合，功
率扭矩则达到128kw/251n·m，动
力性接近3 . 0na发动机，带来“低

速大扭矩，高速高功率”的优异表
现，更让第二代瑞风s5能够实现
9 . 8秒破百的准轿跑级加速性能。
与之匹配的6dct变速箱，传动效
率高达96%。全新动力组合的优
化匹配，使第二代瑞风s5拥有更
澎湃动力的同时，综合油耗也达
到7 . 6l/100km的惊人表现。

江淮白金传动系的出现，不
仅证明了江淮在自主研发和核心
技术领域的硬实力，更让自主品
牌拥有了与合资叫板的技术实
力。

配置方面，第二代瑞风S5在
现款车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智能语
音交互系统、一键启动和无钥匙
进入功能等配置。新车全系标配
前后无骨雨刷、电动外后视镜、
LED日间行车灯、自动大灯、刹车
优先系统、倒车雷达和前排双安
全气囊等配置。
济南金万通江淮4S店
购车专线：0531-87568282
地址：历城区工业北路95号(奥体
中路与工业北路交叉口向东200
米路北)

有“价”更有“料”？为何绅宝X65的“品位”更高？

十万元SUV推荐 第二代瑞风S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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