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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车讯

本报讯 据相关数据显
示，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高
达 2 亿左右，其中私人汽车
保有量就达 6539 万辆，汽
车尾气的排放已经成为环境
污染，引发温室效应的一大
因素。如今，生活在空气污
浊的钢筋混凝土城市的我
们，每当望着窗外阴霾的天
空和被动吸收着马路上汽车
排出的废气，每一个人的内
心深处都渴望着一抹绿色。

作为一款畅销 7 年的经
典小车，奇瑞 QQ 一直以卓
越的节油性能著称。以奇瑞

QQ3 0 . 8L 车型为例，搭载
奇瑞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发动
机，采用 DOHC 技术，每
缸 4 气门结构，在不牺牲动
力性能的情况下，实现低油
耗，排放达到国四标准，更
以搭载国内最小排量轿车发
动机，百公里最低综合燃料
油耗仅 4 . 9 升的出色表现。

当奇瑞 QQ 以节能汽车
的典范在承担环保的社会责
任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需要
以开小排量汽车来履行我们
所应尽的社会义务。

(专刊记者 王文卿)

本报讯 继连续 2 年蝉
联中国单车销售总冠军后，

比亚迪 F3 已成为中国轿车
市场的绝对明星与宠儿。 3

月 18 日，为冲击月销 4 万辆
目标，巩固冠军霸主地位，

F3 白金 11 版焕新上市。

“品质赢得市场，市场
见证品质”，作为比亚迪汽
车的开山之作， F3 自 05 年
上市至今不断推陈出新，通
过不断的改款升级， F3 家
族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其
月销量也依次跨越“万辆俱

乐 部 ” 、 “ 2 万 辆 俱 乐
部”、“ 3 万辆俱乐部”。

此次 F3 白金 11 版焕新
上市，就是比亚迪战略转变
在产品上的直观体现，进一
步助力比亚迪汽车品牌发
展。

据悉，临沂金鼎比亚迪
定于本月 26 日举行盛大上市
活动，届时将有前所未有的
让利活动，金鼎 4S 店欢迎
您的光临。

(专刊记者 王文卿)

积极响应环保， QQ 倡导绿色出行

比亚迪 F3 白金 11 版金鼎 4S 店盛大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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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福特汽车 2011 款蒙迪欧
致胜 2 . 0T 在广汇翔宇福悦
福特强劲上市，2011 款加入
了 2 . 0T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
机和 6 速双离合变速器的组
合。而新动力的加入，也使该
车在运动型 B 级车市场有
更强的竞争力，售价在 16 . 98

万-25 . 28 万元之间。

作为中期改款车型，蒙
迪欧致胜的整体外观和内饰
设计主要体现在一些细节
上。如采用新的大尺寸中网
造型，尾灯的内部结构也进
行了调整，看上去更动感。

2011 新蒙迪欧致胜舒适性上
也有提升，其静音水平有了
大幅提升。

2011 款蒙迪欧致胜搭载
的 PowerShift6 速双离合变
速箱响应快捷，动力传递流
畅，换挡冲击力小，且较之普
通的液力机械自动变速箱可
降低 9% 的燃油消耗。

因此，可以预计，2011

款蒙迪欧致胜有实力在销量
上再上一个台阶。长安福特
也有望藉此改变过去依靠一
款福克斯打天下的被动局
面，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

(专刊记者 王文卿)

福特 2011 款蒙迪欧致胜强劲上市

展位供不应求

每年魅力临沂精品室内

车展的举办，都是临沂车市

的重头戏，汽车厂家和经销
商对于该高端室内车展更是

十分认同，因而展位出现了

供不应求的抢夺局面。

据了解，第五届魅力临

沂精品室内车展启动后，展

位争夺十分激烈，甚至出现
有几个经销商争抢同一个展

位的局面，他们强烈要求车

展组委会再多协调出一部分

展位以满足他们的参展需

求。据悉，组委会将积极协调

或制定出新的解决方案，满

足车商要求。 参展

商除了对实体的展位的抢夺

外，展馆内的广告位和门票
广告也广受参展商关注。“去

年我们在车展门票上坐了一

个新车上市宣传，没想到在

开展当天上午就收到十几个
订单，这次我们仍会通过门

票协助促销”，参加本届车展

的一位经销商负责人对记者

说。

展会规模更上层楼

据悉，第五届魅力临沂

精品室内车展上展会规模可

谓空前。上万平方米的展位，

加上宽阔的室外场地，能满

足临沂市各品牌经销商的参

展要求；同时，参展经销商根
据预定的充裕的展位，可发

挥出更大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提升自身品牌的关注度。

同时，参展汽车品牌更
加丰富全面。目前记者从组

委会处获悉，远通集团、易通

集团、九州集团等临沂汽车

巨头将携旗下众多主流品牌

“抱团”参展，同时许多临沂

本地经销商也纷纷预定了展

位。另外，除了去年参展的众

多汽车品牌外，两款神秘豪

华车型也有望在本届展会上

出演，庞大的参展规模使本

届展会成为一场“满汉全席”

的视觉大餐。

展会成售车最佳选择

2010 年中国汽车产销
量双双突破 1800 辆，无不印
证了当前中国汽车市场的巨

大消费潜力。作为山东车市

中除济南、青岛之外第三大

汽车市场，临沂车市面临的

巨大消费市场有目共睹。在
2011 年，各大汽车经销商正

面临着自身服务品牌提升的

道路，经历着一场营销服务
战略转变的剧变。

据悉，第五届魅力临沂

精品室内车展与济南、济宁、

东营四地联动举办，如此高
端、品质、专业的大规模车展

已经成为山东车市最为闪耀

的经典。面对当前竞争激烈

的市场，抓住提升品质的机

遇，也就成就了一个高品质

汽车服务品牌经销商，极大

地提升了市场竞争力。

(专刊记者 邵明习)

展位寸土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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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临沂市人民政

府、齐鲁晚报主办，鲁南
商报、山东齐鲁晚报天

一会展有限公司承办的
2011 齐鲁春季第五届魅

力临沂精品室内车展启
动后，得到汽车厂家和

本次经销商的热烈支

持。同时，展馆内广告位

和门票招商也受到汽车

经销商热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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