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春大礼
炫丽 3 月最高回馈 8000 元

2010 年，长城汽车圆满完成了销售计划，其中两

厢车炫丽销量达 7 万辆，再次成为细分市场的领军。

为回馈广大消费者，长城汽车在兔年的春天里再次携

礼而来，炫丽推出“迎春特惠”活动，消费者在 3 月

份购车，可享受最高 8000 元的超值优惠。

据了解，炫丽此次推

出的“迎春特惠”活动涵

盖全系车型，旨在为消费

者带来切实的优惠。其

中，炫丽 1 . 3VVT 优惠
4000 元，最低为 5 . 19 万

元； 1 . 3AMT 优惠 4000

元，价格仅为 5 . 59 万元

起； 1 . 5L 全系优惠 5000

元；冠军版的优惠更达到

了 8 0 0 0 元，价格低至

5 . 29 万元起。相信如此丰

厚的春季惊喜，不仅给消

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也

让购车者实现春季出游梦

想。

炫丽在 08 年上市之

后，凭借其时尚的外观、

丰富的配置、贴心的安全

和竞争力的价格成为两厢

车市的一匹黑马，多次荣

获“最受女性用户喜爱

奖”、“ A0 级两厢销量

冠军”等荣誉称号，而且

全系成为“节能惠民产
品”，迅速成长为中国小

型车的标杆车型。此外，

炫丽在 09 年通过了欧盟整

车型式认证，在车内环

保、行人碰撞、燃油排放

等 20 多个项目中独领风

骚，成为国内自主品牌中

唯一获得殊荣的车型，证

明了其品质得到国际认

可。

对于主打家庭用户的

小车来说，炫丽在国内小

车中率先搭载全铝 VVT

发动机，在低转速下能发

挥出强大扭矩，达到极佳
的动力输出。 1 . 5L 最大

功率为 78kW ，在 4200 转

即可达到 138N·m 的最

大扭矩。炫丽虽然是一款

小型车，但其具有高安全

性的“笼”式车身，中高
档车型才配置的奥托立夫

预警式安全带， 8 . 0 版博
世 ABS+EBD ，做到安全

无虞。而内饰的方面也不
乏亮点，钥匙孔的照明提

示灯，后排座椅的可调头

枕，中央特别设计的组合

式三点安全带，方向盘的

音响控制按键，以及中控

台储物区内设计的音源接

口等，均提升了的实用

性。

此外，炫丽接连推

出高质价比的 CROSS 版

本、 CVT 版和 AMT 版

车型，为驾驶新手和众

多女性朋友带去便利的

驾驶。其中，炫丽油耗
比同等车型低 20% ，手

动档百公里为 6 . 5L (自

动档为 6 . 8L )，全系均
可享受国家 3000 元节能

补贴，也体现出长城汽

车为环境保护的社会责

任。

业内专家评价，炫丽

正是凭借时尚、精美、高

科技含量的优势牢牢抓住

了车主的心，再加上在产
品结构完善、动力性能方

面的升级，成功使其脱颖

而出。而此次最高 8000 元

的优惠，将更加让您购车

无忧，迅速开启您与爱车

的踏春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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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梅赛德斯-

奔驰长轴距 E 级轿车

家族中新的一员，长

轴距 E200L CGI 优雅

型因其杰出的环保理
念，以及奔驰品牌最
先进的 CGI 发动机和

独有的 Pre-safe В预

防性安全系统所带给
用户的愉悦驾乘感
受，被业内专家称为

“既能彰显环保先锋
形象，又能体验奔驰

尊贵感受的‘新概念’

行政座驾。"

长轴距 E200L CGI 优

雅型的排量为 1 . 8L ，其产
生的功率堪比同级别车型 6

缸 2 . 5L 发动机所爆发的动

力，特别是后程持续动力输

出更是令竞争对手望尘莫

及。在配备了奔驰权威环保

科技 BlueEFFICIENCY 的

核心成果之后，更多的环

保设计使长轴距 E20 0L

CGI 优雅型的综合油耗仅

为 8 . 8L/百公里，从而将

“低耗高效”的环保理念

又推向了一个全新高度。

装备 CGI 发动机的奔驰长

轴距 E200L CGI 优雅型，

比任何同级别车都更能代

表力量与责任的统一。

空气动力学的应用
全新长轴距 E200L 级

轿车的空气动力学表现非

常出色，风阻系数的降低，

使奔驰全新长轴距 E200L

级轿车在行驶过程中更加

符合受力特性和气体流动

规律，从而达到了油耗和噪

声水平的进一步下降。

能量回收

全新长轴距 E200L 级

轿车搭载了 CGI 涡轮增压

发动机，在提供更高功率

及扭矩输出的同时，实现

了更低的燃油消耗，并通

过可控燃油泵和能量管理

系统等一系列环保科技手

段，有效避免了能量损

失，强化了对能量的回收

利用。

涡轮增压

与机械增压不同，涡轮

增压器只需要借助发动机

排出的废气就可推动涡轮，

从而达到给空气加压并提

升动力的效果。同时，新型

发动机通过优化凸轮轴调

节器，采用链条传动，优化

进气歧管等方式进一步提

高发动机燃烧效率，降低了

燃油的消耗与废气的排放。

从而为改善动力水平和降

低排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

作用。

发动机小型化
小型化代表着用小级

别发动机置换较大级别的

发动机，而同时达到相当的

动力输出，E200L(CGI)在

这一点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小型化主要是通过降低发

动机自重、改善发动机输

出、减少发动机内耗等方式

达到了在不妥协动力和性

能前提下，实现了更加经济
和环保的车辆使用。

缸内直喷
全新长轴距 E20 0L

(CGI)轿车，依靠缸内直喷

技术，发动机的燃烧效率

得到大幅提升，发动机不
仅产生更大动力，更对环

保和节能提供帮助。进而

取得了在动力增强的同时

还能够节能减排的双向正

面效应。

在“BlueEFFICIENCY”

综合环保科技的携持下，奔

驰全新长轴距 E200L 级轿

车整合各项环保技术，发挥

自身优势，大幅降低油耗和

排放，保护人类生存环境和
空气质量。开创全新环保理

念，在给人们带来出行方便

的同时，努力保护人类的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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