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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界资讯

今日聊城

如果你厌倦了城市喧闹
和拥挤的车流，那就找一个
云淡风轻的好日子。抛开忙
碌一周的紧张神经，不再独
自奔忙，载上家人与挚友，一
起去拥抱青山绿水，一起去
触摸幸福时光。东风标致 408
宽大舒适的内部空间，越级
品质以及五星安全配备，将
给您带来惬意难忘的旅行。
空间要大，兼有玩车乐趣

东风标致 408，2710mm
的轴距在同级别车型中脱颖
而出。宽大的空间让人坐在
车内俨然一间“房子”的感
觉。五人同车出行，没有丝毫
拥挤。后排加长的膝部空
间，即便男士乘坐，也能得
到很好的伸展。有了舒适宽
敞的空间，即使长时间旅途
劳顿，也不会太过疲劳。

这间大“房子” 562 升
的后备箱容积，足以容纳外
出旅行的必备行李，如帐
蓬、游泳圈、大包小包的美
食、摄影包等等。为了给驾
乘者提供更多方便和舒适的
感受， 408 车内也拥有众多
储物空间，而且设计精巧，

总容积将近 3 3 升。饮料
瓶、高速公路收费卡等细小
物件都能找到位置合理安
放。
配置贴心，更重驾驶安全

透过 408 视野开阔的超
大前风挡，旅途中的美景尽
收眼底，良好的视线大大降
低了视觉疲劳，增强了长途
驾驶的安全性。此时，不妨
打开宽大的智能天窗，让蓝
天的宁静舒缓平日紧张的神
经，或是打开影院级的音响
系统，六个扬声器将营造出
高档次的听觉效果。装入一
张CD 或插入你的 ipod ，让
轻快的音乐消除积攒在心头
的烦恼和压力，与车内的家
人伙伴们一同沉浸在愉悦的
气氛中。
自驾出行，安全为先。

载着家人与朋友同行，
车辆的安全性就更为重要。
408 优异的主动安全性能有
助于避免意外事故的发生，
坚固的 HLE 高强度车身结
构，为行驶安全加上了一份
值得信赖的保护！

遇到多弯道的山路，博

世 8 . 1 版本制动系统配以
ESP 电子稳定系统可以保证
408 优秀的制动能力。经过
测试，速度为 100km/h 时，
408 的刹车距离为 40 . 7 米，
这个成绩在同级车中令人非
常满意。 408 更宽的前后轮
距和轮胎提高了行驶中的车
身控制、行车精准度和稳定
性，使车辆在直线行驶或者
弯道制动时均表现出优秀的
抓地性能，使车身能够时刻
保持平稳。

雨季将至，外出游玩若
是巧遇细雨会平添几分诗
意，若是雨量较大则将对驾
驶和出行安全带来影响。
408 的蝶翼式自动感应雨刷
器在感应到连续水滴后会自
动开启，并根据雨量大小自
动调整运行速度，无需手动
操作，为雨天行车提供了方
便，更增加了安全保证。

幸福时光与众人同享才
更显珍贵，有东风标致 408
相伴的旅程是美好安稳的，
在这个春光无限的六月，让
我们幸福同享，一起向快乐
出发。

东风标致 408

幸福空间 安全同享

日前，记者从昌河汽
车销售公司获悉，爱迪尔
家族的爱迪尔 A+将于本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相继
上市。据了解，爱迪尔A
+新车是昌河汽车，经过
全新改款打造的时尚精品
小车。更值得一提的是，
爱迪尔 A+导入了昌河铃
木的生产管理体系，与北
斗星共线生产。爱迪尔A
+的造型设计融合了诸多
时尚理念，追求的是一种
大气的时尚，颇有大家闺
秀的风范。

爱迪尔 A+的前脸设
计最能够让人一见钟情，
颇具欧风新锐设计的前格
栅，显得优雅大气，同时
增大了散热器进风面积。
前大灯活泼俏皮、风格独
特，极具视觉冲击力，而
且增大了发光面积，提高
了照度值，使得行车会更

安全。
爱迪尔 A+流畅明快

的发动机盖线条，使得车
辆整体贴地性视觉效果更
佳，具备典型的轿跑设计
风格。车顶的流线线条以
及门把手线条形状，体现
的是抽象树叶造型的运
用；后门车窗玻璃下边缘
与后组合灯下缘齐平，与
动感简练、自然上扬的 U
型环车腰线一气呵成，令
整车极富跃动神韵。

另外，外置式的高位
制动灯，让爱迪尔 A+的
灯光更加醒目，提高了行
车的操控性，而大气、轻
盈流畅的后保险杠，则在
确保安全性能的前提下，
又增加了时尚元素。由此
可以看出，爱迪尔 A+无
疑是潮流车的领衔者。

从内饰来看，爱迪尔
A+仪表板融入了全球流行

的设计元素，中央控制区
采用金属感钛银色，显得
更现代、更时尚；过渡式
的中央储物盒与仪表板连
接自然，加上新颖的换档
操纵手柄与驻车制动手柄
造型，更显豪华。另外，
座椅的多向可调配及带有
包覆性的运动型特点，既
符合人机工程学，又更具
动感时尚特性，为驾驶者
提供了最佳的乘坐享受。

生产爱迪尔 A+的昌
河汽车，多年来采用航天
技术的精髓来生产汽车，
把航天技术中的高精尖精
神，成功地改造运用于汽
车的研制和生产过程中。
在安全性能方面，爱迪尔
A+除了满足正面碰撞法规
外，还充分考虑了追尾及
侧面碰撞的安全性，且已
通过侧碰、后碰、追尾实
验。

爱迪尔A+：全国范围内火爆上市

景逸1.5XL 盛誉下精彩升级

2010 年，在国家购置
税和车船税的影响下，小
排量车型在市场上渐渐受
宠，各大厂商纷纷增加并
增产小排量车型，虽然销
量看好，但同时竞争也日
益激烈。景逸 1 . 5XL 却在
众多小排量车型中突破上
市，无惧竞争，一上市就获
得很好的口碑。

景逸 1 . 5XL 拥有长、
宽、高分别达到 4 . 32 米、
1 . 804 米和 1 . 62 米，轴距
长达 2 . 685 米的大车身，
突破了小排量的“小”的局
限，也意味着景逸 1 . 5XL
的空间直接扩展至 B 级车
型标准。景逸 1 . 5XL 前排
腿部空间达到 1 米，会让
车主和乘客的腿部感受到
绝对的舒适。后排空间则
拥有了 1 . 47 米的宽度，三
人同时坐进后排也不会显
得局促。

景逸1.5XL 自上市起

就以低油耗著称，其百公
里油耗堪比 1 . 3 升排量汽
车，作为城市家轿车，很好
的实现了燃油经济性，因
此获得更多“金金计较”的
家庭主妇们的青睐。景逸
1 . 5XL 拥有这么低的油耗
是 因 为 其 搭 载 了 三 菱
4A91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
是三菱目前最先进的全铝
发动机，不但实现低油耗、
低排放，还实现了高性能，
其拥有“低速高扭”的特
性，当转速在 4000 rpm
时，即可输出 143 Nm 的
峰值扭矩，最大功率也高
达 88KW，使景逸 1 . 5XL
的操控变得迅猛有力。在
此基础上，景逸 1 . 5XL 又
对方向盘、离合器等装置
进行了精心调校，使其更
加轻便、快捷，是一款非常
适合新手的车型。

而“AMT”版则使景
逸 1.5XL 在以上基础上获

得进一步的升级。景逸
1 . 5XL“AMT”车型融合
了手动和自动变速箱的优
点于一体，使操作变得更
为容易简单，只要把档位
从N 拉到A/M 即可行驶，
并且停车时候都不用踩着
刹车或者退回到 N 挡，省
心程度比普通自动挡车还
高。同时测试表明，景逸
1 . 5XL 的 AMT 比传统的
AT 变速箱省油 15% 。可
见，AMT 版的上市，也会
使景逸 1.5XL 的美誉度再
度升级的。

在截稿时，笔者获得
景逸 1.5XL 订单达到4 万
辆的消息，在不足三个月
的时间，就获得这么高的
销量，是很多车型都难以
企及的，而AMT 版车型的
发布，将助推销量持续走
高，相信各 4S 店在 2011
年年初就会迎来新一轮的
订车热潮。

春夏之际，沙尘暴肆
虐，再次引发全社会对于
环境保护以及沙漠化的思
考，为了提高环保意识，提
倡绿色环保，东风 Honda
近期启动了“携手绿色
油·礼有您”大型环保行
动，不仅全系车型都有环
保礼品回馈消费者，还将
开展大型环保行动“穿越
风沙线之旅”活动，为风沙
线添一片绿衣。

记者获悉，本次“携手
绿色 油·礼有您”大型环
保行动，主要从环保理念
出发，提高人们日常的环
保意识，激励人们积极参
加绿色环保活动，在 5-6
月 活 动 期 间 试 驾 东 风
Honda 旗下任一车型均有
好礼相送(精美环保便携
餐具套装)，5 月 1 日— 6
月 15 日订购思铂睿的客
户还有机会与东风 Ho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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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了解，东风 Honda
对中国风沙线一直有着持
续性的关注，自 2008 年以
来，积极参与 Honda 在内
蒙古兴和县启动的大规模

持续植树造林项目，以减
缓当地沙化速度，目前已
经取得显著成效，成为拱
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带。此
次“穿越风沙线”活动，东
风Honda 将携手广大热心
环保的车主一起感受风沙
线上的绿衣，通过沿途的
实地走访，探风沙线上的
生态变化，见证沙漠如何
重变绿洲，延续人类环保
事业中的伟大篇章。

为进一步激励更多的
人们参与环保活动中来，
体验到东风Honda 旗下产
品所到来的节能环保生
活，东风 Honda 还增加了
购车顾客还将享有二手车
置换、个人金融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其中，5 月 1

日— 6 月 30 日活动期间，
置换CIVIC(思域)的车主
将获赠 1000 元油卡，置换
思铂睿的本田品牌车主将
获赠 2000 元油卡，而非本
田品牌车主则将获赠价值
2000 元安全礼包。

作为一家具有社会责
任感的绿色企业，东风
Honda 秉承“给孩子留下
一片蓝天”的环保理念，在
绿色环保上投入巨大，八
年以来在内蒙古兴和县大
规划植树行动、三亚清洁
海滩、香港维多利亚港湾
清洁等一系列绿色环保活
动；在绿色价值链上建设
绿色工厂、生产绿色产品、
加强绿色采购、构建绿色
销售的绿色价值链。

“携手绿色 油·礼有您”
东风Honda 大型环保行动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