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款不断从生活中汲取灵感
的座驾，朗逸家族从未停止探索的脚
步。如今，朗逸家族焕新升级，以工匠
之心对座驾再次进行精雕细琢，志在
将“生活 相信爱”的信念传达给每一
位全新用户。8月 2 4日，“有爱生活
节——— 朗逸家族山东区域上市会”即
将开启，届时，在济南万达广场，朗逸
家族全新阵容将闪亮登场。

全新朗逸：
有爱 生活就有回应

作为国内A级车市场的翘楚，朗逸
自2008年上市，就凭借其“锋芒”的外
观及高性价比配置，吸引了众多消费
者关注，目前累计销量已突破220万，
月均销量更是高达4万辆，是A级车市
当之无愧的销量王者。如今，全新朗逸
升级而来，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进行
外观的雕琢及配置的丰富，使其性价
比再次实现超越。

与之前相比，全新朗逸配备全新
设计的鹰眼双飞翼式前大灯、全新流
光LED尾灯及全新17吋铝合金轮毂，
为车主带来更富活力的感官体验。配置
上，全新朗逸在原有车型基础上进行了
再度丰富，不仅新增6向电动调节驾驶员
座椅、Clean Air PM2 . 5粉尘过滤装置、
Mirrorlink手机映射功能等诸多人性化配
置，更将一些原本只在高配车型中出现
的配置配备到标配、中配车型中，像前
后倒车雷达、新一代ESP动态稳定控制
系统、RKA智能胎压检测系统、HHC
坡道起步辅助系统、EPS电子助力转向

系统等，均为全系标配。

全新朗行：
爱 创造生活更多可能

朗行自始至终就是一款为生活而
生的座驾，而今，全新朗行升级而至，
除了增加诸多人性化配置，更通过进
一步挖掘其在空间利用上的潜力，启
迪爱，创造生活更多可能。

全新朗行在原有车型基础上新增
炫银车顶行李架，方便热爱自驾出行的
车主，也进一步延展了车外置物空间。
412L大尺寸行李箱已是傲视同级，配合
可4/6分割或整体放倒的后排座椅，更可
打造最高1285L的理想随行空间，轻松构
建一个完全平整的超大行李箱。此外，驾
驶室内有序区分的储物空间，也给车主
在驾乘过程中带来更多便捷。

节能环保：朗逸家族多款车
型入围节能环保车型

全新朗逸、全新朗行提供EA211

全铝环保1 . 6L发动机和230TSI涡轮增
压两款发动机，其中1 . 4TSI发动机综
合工况油耗仅为5 . 7L，为同级最优。
此外全新朗逸蓝驱技术版还首次搭载
EA211全铝环保1 . 2TSI涡轮增压发
动 机 ， 百 公 里 综 合 油 耗 最 低 至
5 . 1L，高效动力让绿色环保触手可
及。根据最新公布的节能环保汽车推
广目录，朗逸家族此次共有6款车型
入围，所入围车型均可享受3000元节
能惠民补贴。

生活，相信爱。全新朗逸、全新朗
行此次焕新登场，将为热爱生活的“生
活家”们提供更加完美的出行伴侣。

扫描二维码，关注“上海大众山东
公众平台”，即
可了解朗逸家
族更多产品详
情 ，更 有 林 俊
杰演唱会门票
免费赠送。

8月8日晚，东风标致“动·感”全
系车型体验行动济南站，在齐鲁汽
车生活广场举行。现场吸引了一众

“狮粉”参与其中，尽情体验东风标致
全系车型所带来的驾乘感受。现场，
笔者采访到三位铁杆的东风标致车
主，用他们的切身感受，表达对东风
标致的热爱，为东风标致证言。

车主：刘先生
年龄：80后
车型：东风标致301，手动挡
驾龄：8年
职业：警察

东风标致301
让我的自驾旅途更加宽广

刘先生是一位自驾爱好者，经
常自驾外出游玩。鉴于自驾游的特
殊性，刘先生对车的操控性、稳定性
和动力要求很高，在对多款同价位

车型综合考量之后，刘先生选择了
标致301。前不久，刘先生刚刚从西
藏自驾回来，此次西藏之旅，刘先生
对他的爱车评价很高，在高海拔、崎
岖山路、载重1 . 8吨的情况下，301
表现出了良好的操控性能及强劲的
动力。尤其在稳定性方面，在复杂路
况下也能实现完美压弯。购买该车
后，刘先生的自驾活动范围比以往
扩大了很多，以前一些路况复杂的
路线现在也可以自由选择了。

车主：李先生
年龄：45岁
车型：东风标致3008 2 . 0豪华

配置
驾龄：20年
职业：公务员

一如既往地爱你

李先生是标致的铁杆用户，第

一辆车选择的是东风标致307。上市
之初，李先生即被307优雅的外观，
丰富的个性化配置、完善的主动及
被动安全设置深深打动。去年，李先
生入手了东风标致3008，这款车让
李先生有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外观
上，3008秉承了标致车系一贯的动感
时尚设计，见到它的人很难不被吸
引。动力方面3008表现也很优秀，稍
踩油门就会有种推背感，超车很爽。
操控性也很棒，方向指针准确，刹车
非常灵活。空间设计更是没得说，车
内空间非常充裕，尤其是后备箱，空
间灵活多变，非常人性化。在售后服
务方面厂家也做得非常到位。

车主：张先生
年龄：25岁
车型：东风标致408自动挡
驾龄：3年
职业：药品销售

物超所值的选择

张先生工作时间不长，在爱
车的选择上，他要求很高，外观要时
尚，性能要优良，油耗要低，安全性要
高，空间要大，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价
格要合理。经过长时间的比较选择，
他最终选择了标致408。在实际驾驶
过程中，408也确实没有让他失望。

东风标致“动·感”全系车型体
验行动，自今年7月11日从北京站启
动，将历时半年，覆盖全国共118座
城市，是东风标致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形式最丰富的体验活动，将向全
国各地消费者以最直观的方式，展
示东风标致全系7款国产车型及2款
进口车型完整的产品阵容及强大的
技术实力。 (本记)

为了感谢北京现代顾客对北
京现代瑞和金达4S店的支持，即日
起，厂家钜惠让利全城，全系车型
震撼低价现场发布！活动当天，空
前巨大的优惠政策，让您知道什么
才是史无前例！

活动主题：感恩回馈 厂家钜
惠让利 秋季促销提前释放

活动时间：2015年8月22日-8
月23日

活动地点：北京现代瑞和金达
4S店

到店礼：进店送680元太阳贴
膜；

特价礼：厂家指定特价车限时
限量抢购，全区最低价，车展价同
享，差价双倍返；

金融礼：1000元金融补贴；
置换礼：最高5000元补贴；

装具礼：3000元补贴；
车贷礼：瑞纳、ix35、胜达两年

免息 索九三年免息；
精品礼：3000元购车礼包大派

送；
介绍礼：老客户介绍新客户成

功订车，即可获赠一年保养。
活动期间北京现代全系车型

均有折扣。ix35最高优惠4万，朗动
最高优惠2 . 1万，订购瑞纳、ix35、胜
达两年利息全额补贴！从购车到上
牌，一条龙服务。瑞和金达用最短
时间为您完成所有手续，让您的购
车一路狂欢，愉悦体验。新车、保
险、汽车装潢价格降到底，专属套
餐让您省到极致，全程透明监控。
购北京现代就来瑞和金达，让您节
省更多！

换轮胎、找4S店，瑞和金达最

省钱。8月24日-31日，原厂轮胎直
销会开始啦，原车轮胎240元起，电
话预定再送价值300元轮胎大礼
包，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拿起电话
预 定 吧 。订 购 热 线 8 6 5 2 0 5 5 5，
86520606

活动时间：8月24日-8月31日
活动内容：轮胎进价销售，更

换两条以上免费做四轮定位、轮胎
平衡、还赠送二年免费补胎。

“买现代、旗舰店、瑞和金达最
省钱”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北京现代
瑞和金达4S店
活动热线：0531-86521666

服务热线：0531-86520555

地址：济南市长清区经十西路与平
安南路交会处东行800米

北汽绅宝8月10日-8月25日，联合省内4S店联
动，打造第一届北汽绅宝齐鲁购车节，只为满足夏
日清凉出行的你。即日至8月22日到北汽绅宝4S店，
只要交纳100元即可获得一张门票，活动当天凭门
票，可尊享9重大礼：

变现礼：购车可抵1000元使用，不订车则原价退款；
到场礼：到场客户均可获得优质大米一袋；
嗨翻礼：可进行抽奖，有机会获得智能手环、豆

浆机、空调扇；
现金礼：可参与现金一把抓活动，可抵扣相应

车款；
订车礼：订车即送2000元绅宝大礼包；
置换礼：D20置换礼金2000元；D50置换礼金3000

元；X65置换礼金3000元；
财运礼：订车即送开光财神一个；
叠加礼：全场订单每增加30个，赠送所有购车

客户100元油卡一张；
冲刺礼：订车即可参与订车大抽奖，有机会赢取

丽江双人游、冰箱、洗衣机、空调扇、原厂车模、榨汁机。
尽享优惠，仅此一次。

第一届北汽绅宝

齐鲁购车节暨厂价直销会

““狮狮粉粉””动动起起来来 一一起起来来证证言言

齐鲁汽车生活广场秋季促销来袭

北北京京现现代代钜钜惠惠让让利利全全城城

朗朗逸逸家家族族山山东东区区域域上上市市会会开开启启在在即即

纵观MPV市场，来自MPV制造专
家的菱智V3，是一款独居匠心的品质
之作。它秉承多年的MPV制造经验，以
工匠之心精雕细琢，用精湛工艺和至
臻细节，为消费者带来了更上乘的品
质，更优越的商务体验。

菱智V3源于国际化的MPV制造
平台，具有纯正的MPV血统。它的外观
整体采用流线型设计，同时配以套色
车身，看起来更加稳重大气，商务形象
也更加凸显。另外，菱智V3还实施菱智

品质提升I期工程，对车身做工进行更
加精致的雕琢。从菱智V3品质提升I期
工程中，我们便可对这种体贴入微的

“匠心”略窥一二。
在整车密封性上，菱智V3通过

CAE计算对密封结构重新改进设计，
整车密封性能大大提升。出色的密封
性，不但使前后独立空调等舒适配置
性能得以充分发挥，更为整车的NVH
品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NVH性上，菱智V3主要从噪音

的源头进行隔离，为减少发动机传到
乘员舱的声音作用，菱智V3更改了发
动机舱周边零件材料，充分降低车内
噪音。在悬置系统上，基于双横臂扭杆
弹簧独立前悬架和钢板弹簧非独立后
悬挂，以及液压助力转向系统，菱智V3
对悬置系统进行了优化设计，充分降
低震动的传递，提高了隔振效果。在安
全性上，菱智V3则优化顶盖横梁结构，
采用焊接式增加横梁数量，提高了顶
盖抗凹性。 (赵颖)

匠匠心心制制造造 菱菱智智VV33让让品品质质更更上上一一层层楼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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