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笔者从东风风行处
获悉，上市仅半个月的景逸LV

市场表现喜人，尤其是在京沪
深等一线城市的热销，给车市
带来大震荡。作为一款刚上市
的新车，景逸LV如此不俗的市
场表现，足以说明其受欢迎程
度，也预示着其不平凡的未来。

景逸LV具有的自由空间
和个性视觉是最吸引年轻购车
者的两大原因。对此，东风风行
市场部负责人证实，景逸LV是
一款针对庞大80后消费群设计
的车型，其远超同级别车的大
尺寸空间、充满时尚个性元素
的外观内饰，都很符合年轻人

的口味，景逸LV的畅销在意料
之中，不过其在京沪深等一线
城市的热销实为意外惊喜。

据了解，景逸LV车身尺寸
为4 3 4 7mm× 1 8 3 5mm×
1677mm，轴距为2685mm，它的
后备箱可以坐下两个身高1 .8

米的胖子，后排座椅可以让三
个成年人轻松翘起二郎腿，如
果将后排座椅放倒，它能够实
现一张KING SIZE大床的功
能。超大内部空间让景逸LV几
乎能够满足个人日常工作、生活
的所有出行需求，它可以装载外
出时所需的所有户外用品，包括
帐篷、座椅、充气床，它甚至可以

称得上一个移动的家。景逸LV

傲视其它同级别车型的空间表
现，让年轻人可以轻易实现他
们所崇尚的多变生活方式。

外形上，景逸LV酷而时
尚，充满运动感特质。海豚型
仿生设计的整体外观，配以弯
刀型鹰眼熏黑大灯和以天使
翼展方式呈现的进气格栅，彰
显时尚个性。硬朗整体式腰
线、运动酷跃十足的大包围、
银黑双色行李架、熏黑前大灯
和运动型铝合金轮毂，让整车
充满运动的活力个性。红黑双
色内饰，是包括兰博基尼、保
时捷等顶级运动型轿车都常
用的颜色搭配，同时配以中置
数显仪表等充满科技感的元
素，立显时尚活力。

此外，基于运动感的设计
理念，景逸LV的底盘离地间
距相对于普通的轿车略高，这
为其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视野。
同时，高车顶设计使驾乘者能
够最大程度地获得空间带来
的舒适感，而这一项改变也增
加了其整体运动感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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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山东齐鲁汽贸上
海大众4S店将举行盛大的全
新帕萨特1 .4T上市仪式，诚
邀您到店参加活动，并试乘
试驾。购全新帕萨特1 .4T即
享3000元节能惠民补贴。

2011年9月9日，在上海
大众南京工厂的生产线上，
一辆钛金色全新帕萨特缓缓
驶出，这宣告着上海大众汽
车有限公司第700万辆轿车
正式诞生。自此上海大众成
为国内第一家累计生产突破
700万辆的汽车企业，再次
刷新了中国轿车企业累计产
量的历史纪录。

全新帕萨特搭载的
1 .4TSI的发动机最大功率高
达96kw，在1750转/分钟的
低转速状态下，即能达到
220N·m的最大扭矩，并且
可以持续输出至3500转/分

钟。值得一提的是，全新帕
萨特1.4TSI在90km/h等速行
驶状态下，百公里油耗仅为5

升，在B级车中堪称翘楚，
这一油耗表现甚至优于大部
分经济型轿车的水平，充分
体现了其高动力低油耗的特
质。

作为一款为“中国现代
社会精英”量身定制的全能
高端豪华轿车，全新一代帕
萨特凭借豪迈大气的外观设
计、奢华纯粹的内饰配置、
极致完美的动力表现、灵动

随心的操控体验、尊享人性
的驾乘感受、智能舒适的科
技支持，前瞻智慧的安全保
障以及德系血统的品质呈现
八大突出优势，开创出中高
级轿车的全新标准，其信步
纵横、创领未来的王者风范
彰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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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买车的朋友越来越
多了。如何为爱车贴膜成了许
多车主的当务之急。可是到底
如何挑选到一款适合爱车的
优质膜呢？睿达专家来教您。

望：裁一小块膜下来对
着光亮的地方照一照，清晰
度高的就是好膜，劣质膜看
上去有一种雾蒙蒙的感觉。

闻：撕开保护层后，劣质
膜闻起来有一股刺鼻的味
道，而高档膜采用的是环保
胶，基本上没什么味道，或是
有一股淡淡的胶水味。

摸：高档膜摸上去有厚实
平滑感，劣质膜则很软很薄，
缺乏足够的韧性，容易起皱。

擦：可以带一点酒精或
是汽油，擦拭一下膜的表面。

劣质膜一擦很容易褪色，高
档膜则不容易褪色。

测：测试膜的隔热效果，
隔紫外线效果。

光有好膜，贴不好还是白
搭呀！这里笔者为您推荐济南
睿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这是
一家正规的专业贴膜服务商、
3M官方挂名授权施工商、钛诺
山东省总代理。车间全部配备
德国进口喷雾降尘设备，降低
贴膜车间的灰尘，增加贴膜车
间的湿度，特聘3M全国贴膜大
赛冠军为本店施工技师。

睿达四周年店庆+国庆劲
爆特惠(9月24日—10月11日)：
一、3M太阳膜

现在电话预约贴3M太
阳膜，最高可以获得580元的
3M爱车大礼包。

二、钛诺太阳膜
钛诺太阳膜贴前挡赠送

四门后挡，另有丰厚礼包：
1、880元大礼包包括：300元

加油卡+发动机下护板+充气泵+

汽车臭氧负离子去味消毒等。2、
580元大礼包包括：200元加油卡
+充气泵+汽车臭氧负离子去味
消毒一次。3、380元大礼包包括：
100元加油卡+车载吸尘器+汽车
臭氧负离子去味消毒一次。
咨询热线：0531-82860631
24小时热线：13515311746
宋经理

润华杯齐鲁车展摄影大赛奖项公布

润通别克·人物单元

奖 项 姓 名 身份证号
一等奖 禾木 370102195008160***

二等奖 郑菊 370122197206304***

王玉麟 370102198207202***

三等奖 薛明 370102197806102***

李国亮 370181198607222***

黄鑫 370103198309097***

凯迪拉克·丽人单元

奖 项 姓 名 身份证号
一等奖 黄克 370103198405104***

二等奖 李洋 370105198608123***

方坤 430923198509125***

三等奖 邱忠凤 370105194607133***

许俊 370103194910266***

郑凤萍 370103195612194***

雷克萨斯·香车单元

奖 项 姓 名 身份证号

一等奖 于佳禾 370102198112092***

二等奖 王二方 372928198209268***

张淼 370103198503260***

三等奖 陈学全 370685197905314***

张岱 330106197304014***

王静 370112198708267***

润华奥迪·故事单元

奖 项 姓 名 身份证号

一等奖 汤庆梅 370104197211150***

二等奖 宋文勇 370102196003102***

程永林 370102195008160***

三等奖 韩增学 370181197507254***

黄鑫 370103198309097***

蔡建民 370105195102133***

领奖咨询电话：85193790

自由空间+个性视觉
景逸LV畅销

全新帕萨特1 .4T
齐鲁汽贸荣耀上市

润华杯齐鲁车展首届摄影大赛获奖名单
经过半个月的网络投票

和专家评审，润华杯齐鲁车
展首届摄影大赛日前各大奖
项最终揭晓。来自省城各大
专业媒体资深摄影记者、行
业专家以及汽车行业专家组
成的专家评审团，经过专
业、权威、公正的严格评
选，最终禾木、于佳禾、黄
克、汤庆梅等24位参赛选手
获得本届大赛各项大奖，其
中四名一等奖选手将获得韩
国五日游，其他选手将获得
相机和精美车模等奖品。

首届齐鲁车展摄影大赛
由齐鲁晚报、大众网联合

润华集团共同举办，旨在
传播汽车文化、丰富汽车
生活。自8月份启动后，共
吸引全省各地超过500名选
手报名参赛。9月8日-11日
的四天车展时间，选手们从
人物、展车、模特、故事诸
多方面对齐鲁车展进行拍
摄，寻找感动瞬间、发现车
展魅力，车展结束后，大众
网共接到上传作品近千幅。
这些作品不但有效传播了齐
鲁第一车展的巨大影响
力，其中许多优秀作品也
艺术性地表现出汽车文化
的无限魅力。 （本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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