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消息，山东鸿发荣威
“银翼天使”系列车型清凉来
袭，带来全球最流行的汽车
颜色——— 银色。即日起至6月
30日，到山东鸿发荣威购“银
翼天使”系列车型，即可获赠
万元改装礼包。

作为此次“银翼天使”系
列的主力车型，搭载3G智能
网络行车系统的“全时在线
中级轿车”荣威350凭借六大
优势全面超越国内市场同级
车产品水准。
最强性价比
搭载1 . 5L VTi高效能

发动机的荣威350，在动力不
输于1 . 6L同级车型的情况
下，以最优空间、最佳性能、

最丰富配置和8万-12万的价
格区间带来最高性价比。
最优秀空间
4521x1788x1492毫米的

长宽高、2650毫米的超长轴距
所营造的内部空间在同级车
中无出其右。27处便利取物
装置，彰显“以人为本、实用

为先”的空间设计理念。
最优化动力
1 . 5L VTi高效能发动

机与4速Multi-Mode自动变
速箱和5速SSG手动变速箱
的完美匹配，使荣威350的动
力组合超越了同级产品的水
准，并保证了燃油经济性，

90km/h等速油耗仅为5 .9L。
最优良安全
荣威350继承上海汽车

一贯的全方位安全理念，拥
有风箱式USD车身结构、
TMPS精算式胎压防护系统、
全系标配ABS+EBD+CBC+
BA等，让荣威350成为主要竞
品中唯一能满足CNCAP五星
级设计标准的车型。
最优异静音效果
荣威350委托同济大学进

行风洞实验，不仅是同济声学
和风洞实验室建立以来首次
同时进行气动和声学实验的
用户，也是国内自主品牌第一
次进行气动声学实验，孕育了
静音方面的最高标准。

最优越配置
荣威350凭借上海汽车

与中国联通的成功战略合
作，成为国内同级首款信息
化汽车。独有的inkaNet智能
网络行车系统成为通向精彩
互联世界的窗口，满足消费
者对时尚科技和与世界互联
的消费需求。

6月11日14点，山东鸿发
荣威“爱在荣威350，我们约
会吧”单身男女相亲会即将
在山东鸿发东威展厅火热开
场，著名主持人大冰先生将
亲临活动现场为您牵线搭
桥，同时现场还将举行“晒甜
蜜 迎婚车”活动的婚车抽
取仪式，期待您的光临。

山东鸿发东威店
济南市经十东路3123号
0531-82061111

山东鸿发罗孚店
济南市英雄山路南外环南
3000米路西0531-82791111
山东鸿发省体店
济南市经十路124号省体育
中心0531-82030707
山东鸿发章丘店
章丘市明埠路鸿发汽车城
0531-81295555

山东鸿发商河店
商河县许商办事处钱铺街钱
隆汽贸 0531-84802999

“携手绿色 油·礼有
您”东风Honda大型环保行
动是从环保理念出发，以提
高人们日常生活的环保意
识；再次激发人们积极参加
绿色环保活动。凡在5-6月
活动期间试驾东风Honda旗
下任意一款车型的均有好礼
相送。6月15日前订购思铂
睿的客户还有机会与东风
H o n d a一起“穿越风沙
线”，探访风沙线上的沙漠
与绿洲，寻秘风沙线上最美
的风景，并为风沙线植上环
保树。

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
感的绿色企业，东风Honda
推出的思铂睿正是一款这样
的环保绿色车型，它在保证
澎湃动力的同时，有着较同
级别车型最低的排放量。东
风Honda常年坚持的每卖一
台思铂睿种下一棵树绿化地
球的活动一直有着很高的社

会呼声。
思铂睿这款车在造型上

借鉴了许多同平台车型的设
计元素，与欧版雅阁有着许
多相似之处。前脸的造型保
持了本田的家族特征，横条
状格栅在造型上为思铂睿增
加了一些稳重的元素，追求
运动而又不失中级车的高档
感。

思铂睿的内饰在同级别
车中有绝对的优越感，尤其
是中控，集高端、科技、豪
华于一身。米色系列的内饰
风格也很温馨，适合家用，
黑色系列的内饰偏重运动
感。在方向盘上特有的换挡
拨片，让运动的感觉更随心
所欲。

搭载2 . 4升排量的发动
机，可以输出133kW的最大
功率以及225N·m的最大扭
矩。思铂睿的动力表现也确
实能令人非常满意。此外，

思铂睿的悬挂也是可圈可
点。前悬挂使用了双叉臂结
构带横向稳定杆，后悬挂为
多连杆结构带横向稳定杆，
并且推出了全新的双模减震
系统的概念，可以根据路况
通过减震器中油压的阻尼变
化调整车身的支撑强度。
东风本田大友店
销售热线：0531-87566666
公司地址：济南市经十西路
318号
东风本田(济南)城市展厅
销售热线：0531-68825678
公司地址：山东省体育中心
西北侧
东风本田瑞益店
销售热线：0531-88960333
公司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
60-3号
东风本田新鸿基店
销售热线：0531-55596888
公司地址：济南无影山中路
西段新匡山汽车大世界

国内成品油价格的不断
攀升，不仅一次次地触动着有
车一族的神经，也直接影响着
潜在车主的购车决定，低油耗
已经成为消费者购车的重要
参考因素。众所周知，日系车
相对而言有明显的节油优势，
Mazda2、Mazda3车系则是其
中的佼佼者，自国家实施“节
能补贴”新政后，又拥有了“节
能先锋”的标签。而一向以操
控著称的Mazda3、Mazda2是
如何做到节油的呢？

据专业人士介绍，马自达
车型由于采用马自达独创的
MZR全铝合金反置式技术，发
动机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坚
实度高的特点，与同排量自然
吸气车型相比，在扭矩和功率
参数相同时油耗却更低。“这
其中的核心技术包括S-VT可
变气门正时控制系统和TSCV
可变涡流控制系统，前者通过
提高充气效率提升低转速的

扭矩输出，后
者则通过改
善进气效率
使动力输出
更强劲”。专
业人士还表
示，Mazda3经
典款的2 . 0L
发动机装备
了VIS可变
进气歧管系统和电子控制节
气阀，不仅让进气更合理，当
需要加速时，瞬间爆发出的动
力往往会让人小吃一惊。

除了发动机，车辆的节
油还取决于变速器的“智能”
性。以Mazda3、Mazda2经典
的手自一体变速箱为例(许
多同级车无手动模式)，其对
速度和驾驶者意图的配合可
谓“善解人意”，驾者可通过
油门踏板的细微调整非常容
易地控制变速器的升挡或降
挡，而且从完成换挡到动力

输出的间隙比同级车都要
短，再加上自然吸气发动机
良好的动力响应，车辆的提
速或减速都极为线性，省油
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据长安马自达经销商介
绍，现在到店购车不仅可享受
3000元的节能补贴还有万元礼
包相送，购买Mazda2“炫动款”
系列任意车型首付50%年后再
付50%即享受1整年0利息、0月
供。欢迎加入驭马一族，在高
油价时代一起节油大作战，畅
快驾驭，自在省钱！（叶维）

“节能先锋”Mazda2、Mazda3的节油秘籍

吴彦祖领衔凯迪拉克首部
微电影《一触即发》大获成功之
后，凯迪拉克“微”巨制再度来
袭，全新微电影II《66号公路》
于近期火爆上映。本片由气质
女星莫文蔚(Karen Mok)担纲
主演，讲述了一段发生在美国
66号公路上，承载自由与梦想
的公路传奇。

片中莫文蔚驾驶着凯迪拉
克SRX飞驰于群山峻岭之间，
时而与哈雷·戴维森车队并驾
齐驱，一路滚滚沙尘；时而与
骏马相逢，融入牛仔风情中；
时而又不惧险阻，为目标翻山
越岭、涉水漫步……所有场景
都在66号公路沿线实景拍摄，
让中国观众真切领略到66号
公路的传奇魅力，随男女主角
一起追寻心中的自由，激发对

梦想的渴望。
作为一部公路题材电影，

车是不可或缺的道具。影片的
男女主角驾驶着凯迪拉克
SRX，穿梭在美国的中、西部，
砂石、土丘、浅滩、坑洼、崎
岖路面……SRX强大的3 . 0L
SIDI全铝智能直喷发动机带来
源源动力；智能全驱系统e-
AWD能够扫平障碍，游刃有
余应对各种复杂路况；宽大的
座舱与车内配备的Bose 5 .1座
舱数字环绕音响系统提供了极
为惬意的驾乘感受。剧中凯迪
拉克SRX带领着男女主人公远
离世俗喧嚣，自由驰骋并重新
发现自己。看似文艺浓情的剧
情，却贯穿进了SRX优异的性
能与“锋芒本色 不羁于世”的
本真秉性。 (晓妍)

5月27日，“世纪传奇
驾驭未来——— 纪念汽车
史上首跨欧亚大陆·雪铁
龙东方之旅80周年”行走
活动车队抵达济南，通过
对济南历史名泉的探访，
使东风雪铁龙新东方之旅
车队和消费者共同领略了
济南悠久的泉水文化。新
东方之旅的行走活动将持
续62天，车队将以城市接
力形式穿越全国19个省和
自治区，行驶近1 . 5万公
里，最终到达新疆的红其
拉甫达坂。当天，车队在济
南举行了隆重的交旗仪
式，济南经销商组成的车
队从太原队的手中接过象
征活动精神的旗帜，向下
一站青岛前进。(刘庆义)

鸿发荣威“银翼天使”清凉来袭
“爱在荣威550”相亲会暨“晒甜蜜，赢婚车”免费婚车抽取仪式下周六火热开场

背上行囊，
跟东风Honda穿越风沙线
———“思铂睿双重好礼，欢迎到店领取”

自由之旅梦想启程
——— 凯迪拉克微电影II《66号公路》精彩指数全解读

东风雪铁龙新东方

之旅车队探访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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