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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世通斯巴鲁为您带来最
近上市的两款新车的全面解读，
让每一位车友去更加了解这两款
新车的特点以及对新车各个层面
的去了解，以便于在购车的时候
有更好的选择与区别。

斯巴鲁XV·2 . 0i特装运动版
和森林人2 . 0i特装纪念版车型正
式上市，两款车售价分别为19 . 98
万元和24 . 98万元。
斯巴鲁森林人2 . 0i特装纪念版

森林人2 . 0i特装纪念版车型
以此前的2 . 0i豪华导航版车型为
基础，采用了更加运动和富有视
觉冲击力的前脸设计，并且配备
了 1 8英寸铝合金运动轮毂，带
LED转向灯的电动折叠外后视镜
以及自动前大灯等。

獠牙般的保险杠设计元素更

是拉伸了前脸纵向视觉效果，让
其看上去更富有“攻击性”

森林人2 . 0i特装纪念版车型配
置上的一大亮点便是配备了7英寸
触控显示屏，支持多点触控以及智
能手机，可将智能手机与应用程序
同步，在屏幕上显示和操作，可以
说是紧跟潮流的一项配置。

动力方面，森林人2.0i特装纪念

版搭载的是斯巴鲁引以为傲的2.0L
水平对置发动机，最大功率110kW，
最大扭矩198N·m。传动匹配的是可
模拟6挡的CVT无级变速器。另外，森
林人2 . 0i特装纪念版还将继续配备
斯巴鲁的全时四驱系统。
斯巴鲁XV·2 . 0i特装运动版

斯巴鲁XV·2 . 0i特装运动版
是以之前的2 . 0i舒适导航版为基

础升级而成，增加了十分耀眼和
独特的琥珀珠光绿车身颜色。新
车还配备了黑色进气格栅以及银
色后视镜设计。XV·2 . 0i特装运动
版在外观设计上更加突出时尚感
和运动感，只为博得更多年强消
费者的喜爱。

内饰方面，斯巴鲁XV·2 . 0i特
装运动版采用了带橙色缝线的真
皮方向盘、真皮档靴、防水针织座
椅等极具运动风格的内饰设计。
橙色元素的引入增强了车内活跃
的气氛，与这款运动定位的特装
版车型也十分相配。

斯巴鲁XV·2 . 0i特装运动版
和森林人2 . 0 i特装纪念版车型
虽然整体方面变化不大，但是在
配置以及设计元素上略有提升
的修改，售价相对更加实惠，可

以说是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丰富
的选择，预计这两款特装版车型
将有望成为各自车系中的销售
主力。

【山东世通斯巴鲁·车主特权】
1 .在省体育中心、SUBARU·

港式茶餐厅、火车西站等指定位
置专享免费停车

2 . 省 体 首 家 汽 车 主 题
SUBARU·港式茶餐厅，咖啡天天
免费喝

3 .免费加入全国野生动植物
保护协会，成为在册正式会员免
费畅游全国31座森林

爱车、玩车、懂车，就选斯巴鲁！

山东世通·斯巴鲁汽车
黄台4S店：68854885 68855885
经十西路4S店：87292266 87292255
省体店：8206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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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3大日系豪华车品牌之
一，英菲尼迪的国产化进程这次
走在了前面。为了迎合中国市场
的审美要求及SUV市场的火爆，
英 菲 尼 迪 的首款 国 产 S U V车
型——— QX50披挂上阵。借助一周
的试驾体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一下英菲尼迪QX50的变革之道。

外观方面，不同的车型设计
只能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所以QX50柔美的日系运动风格
大家自行品位吧。而与进口版不
同的是，QX50全系四款车型都搭
载了2 . 5L的V6发动机，而另一款
更大排量的3 . 7L发动机暂时缺
席。从试驾体验来看，这款2 . 5L的
发动机驱动QX50近1 . 9吨的车身
完全够用，而且V6自然吸气发动
机低沉浑厚的声浪以及动力的线

性输入的确能让他的忠实用户为
之着迷。QX50搭载的7速手自一
体变速器换挡十分平顺，如果不
是刻意分辨几乎察觉不到挡位变
换的顿挫感。另外值得称道的是，
QX50全系四款车型都标配电子
四驱系统，再搭配电子液压助力
转向系统带来的沉稳转向感受，
长途旅行或者短暂的非铺装路面
时QX50会给驾乘者更多的自信
与从容。与竞争车型相比，QX50
车内的用料更加考究，触手之处
皆是皮革与木纹饰板的完美融
合，QX50内饰的豪华氛围明显高
出对手一个级别。

经过短短一个周的试驾，个人
感觉QX50沉稳的驾驶风格更合适
那些波澜不惊的男性车主。如果只
是市区代步，34 . 98万元起价的
QX50真不是最理性的选择，长途
出游时的广阔天地才能将QX50的
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另外提醒一
下，购买QX50可享受英菲尼迪4年
10万公里的免费保养。买得便宜不
如用得放心，个性的英菲尼迪
QX50值得你去用心品味。

中级豪华SUV的新选择
——— 本刊试驾英菲尼迪QX50

近日，奥迪东北区A6L彩车
巡游“炫彩人生 纵享激情”盛大
举行，作为沉稳、低调的商务人士
的经典座驾奥迪A6L在菲比爱上
酒吧躁动了整个济南。

全新奥迪A6L彩色限量个性

版发起奥迪炫彩“颜色革命”，提
供了中国市场独有的5种个性色
彩专属外观配置：达科他灰、斑羚
米、月光蓝、朱鹭白、水晶银，以独
有视角诠释了精英阶层对事业成
功的独到领悟。

奥迪A6L炫彩巡游闪耀泉城

7月5日，“致敬英雄 自豪
向前”——— 东风风神纪念抗战胜
利70周年启动仪式在济南金天
易4S店举行，现场共有3 0余辆
AX7家庭共同参与此次活动。源
于东风军工二号平台的东风风
神AX7是本次探访车队的主力，
这是东风风神第二代产品的代

表之作，继承了中国”军车之王
“东风猛士的纯正血统与优秀基
因。同时，此次东风风神山东大
区还推出“东风风神全系百城联
动大惠战”活动，设立了多重钜
惠豪礼，并特别针对军人、军烈
家属及教师等推出了专属购车
优惠专案。

东风风神AX7致敬英雄

7月1日，东风日产“独创一帜 领潮而来”新楼兰
全国媒体试驾会在海南万宁举行，来自全国的主流媒
体进一步体验到了新楼兰独创一帜的产品魅力。

作为东风日产YOUNG NISSAN战略的首款重
磅车型，新楼兰凭借跑车化造型、超级双擎混动、全
路况随心驾控、全维度预碰撞安全及高端私享空间

五大产品优势，倾力打造，为消费者带来更具活力与
激情的体验。作为代表日产最前沿设计理念的全感
官跑车型SUV，新楼兰的跑车化造型采用“超感印
象”设计理念，融合跑车的凌厉与SUV的霸气，带来
震撼的感官冲击力。

新楼兰搭载超级双擎混动系统，是同级唯一的
机械增压油电混合动力车型，具有高效率且高输出
的优势，匹配全新一代智能XTRONIC CVT无级变
速器，变速比范围扩大至7 . 0，实现了澎湃动力与优
异燃油经济性的完美平衡。

在试驾过程中，新楼兰的4x4 i智能四驱系统，
可以根据行驶状态及路况智能判断，将前后轮扭
矩比例进行实时动态调整。安全方面，新楼兰搭载
的移动物体/行人探测预警系统、油门误踩智能纠正
系统、智能疲劳驾驶预警均为同级独有的智能安全
装备。在主动安全方面，新楼兰毫无疑问领先同级中
大型SUV。

为颠覆而来
——— 试驾全感官跑车型SUV新楼兰

7月3日，搭载“T+四驱”系统，全新进口道奇酷
威2 . 0TD四驱柴油版在济南区域上市。进口品质、效
能耐用、全能用途的核心产品力，进口道奇酷威被
誉为“4T男神”，满足新时代商务人群的宜商宜家需
求。超高安全性、灵活多变的超大空间以及全新升
级的2 . 0TD+四驱动力，进口道奇酷威柴油版引领7
座SUV“T+四驱”新时代。道奇酷威柴油版搭载欧洲
市场技术领先的MultiJet2 2 . 0T柴油发动机，采用
缸内直喷技术与高压共轨技术，最大功率达125KW
/4000rpm，表现出“低转速大扭矩，高转速高功

率”的特点。综合油耗仅8 . 3L，单箱油续航里程最高
达970公里，几乎为济南到北京的直线距离。

大七座SUV道奇酷威柴油版济南上市

7月6日，现代汽车志愿者第三十一期“梦想之
屋”捐助活动在山东曲阜市吴村镇崔屯小学举行了
捐赠仪式。现代汽车为学校捐赠了图书、体育用品、
多媒体设备、打印机以及课堂桌椅等价值10余万元
的物资;“梦想之屋”是现代汽车2011年启动的一项
公益活动，由企业、经销商、车主和媒体共同参与，筹
建现代汽车“梦想之屋”——— 多功能教室，为孩子们
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帮助他们实现人生“梦想”。截
至目前，“梦想之屋”已在全国二十多个地区捐助了
三十一所学校，捐助教学物资价值超过300万元。

现代汽车举行“梦想之屋”爱心捐赠活动

近日，随着北京现代2015款全新胜达重装上市，
市场又多了一个搅局者。新上市的全新胜达在增加
了3款2 . 0T车型，使其T动力车型达到5款，起步价
21 . 98万，顶配车型售价则为28 . 98万，从而直接将合
资T动力豪华SUV的价格锁定在20万档位。从上述调
整可以看出，全新胜达此次改款从车型增配和售价都
一步到位，将对目前七座SUV市场构成不小的杀伤
力。这次推出的2015款全新胜达是这款车2012年上市
以来的首次大改款，主要变化集中在车型阵营优化和

价格下调两个方面。首先是车型阵营优化方面增加了
3款2 . 0T车型，分别是2 . 0T两驱自动舒适型、2 . 0T两
驱自动智能型和2 . 0T四驱自动智能型，把2 . 0T车型
由原来的两款增加到5款，满足了消费者对涡轮增压
车型的需求。新增2 . 0T车型均为五座车型加上原有
的2款七座车型，改款后的2015款全新胜达车型阵营
更加优化和丰富，也更适应当下的竞争市场。

其次，配合车谱的优化，也对价格进行了重新调
整。改款后全新胜达2 . 0T车型的售价区间调整为
21 . 98万-28 . 98万元，大幅降低了2 . 0T车型的购车
门槛。同时原有2 . 0T四驱自动智能型(7座)售价由
调整为25 . 68万，顶配车型2 . 0T四驱自动智能型(7
座)更是下探至29万元以内价格优势十分明显，也使
得其在接下来的七座T动力SUV的竞争中有了更多
优势。调整后的全新胜达5款2 . 0T车型，售价全部集
中在20-30万区间内，各款车型售价全面优于竞品。
车谱的优化和价格的调整，使全新胜达改款后的
2 . 0T车型有了脱胎换骨的实力。

全新胜达新增三款2 . 0T车型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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