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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Q35DE发动机、BOSE
全定制高保真音响、全模智能
四轮驱动系统、一对一专人服
务、4年10万公里保修……如
此多的顶级配置和服务足以
表现出东风日产对楼兰的看
重，作为又一款旗舰级车型，
楼兰自亮相起就吸引了消费
者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豪华SUV成新宠

各大车企发力推新

进入2011年，油价、停车
费用等用车成本不断上涨，车
市整体增速也渐渐放缓，在这
样的大环境下，SUV的火爆局
面一直显得有些“另类”。而豪
华SUV这一细分市场更是风
景独好，加价和排队购车已经
成为普遍现象，但消费者依然
趋之若鹜。究其原因，这与消

费者需求的改变和汽车消费
升级的趋势密不可分。

基于SUV市场的高速增
长态势和巨大的消费潜力，
众多厂商纷纷制定在华投放
豪华SUV的新车策略。可以
预见，随着更多厂商的加入，
未来豪华SUV市场竞争将会
愈发激烈。而一向对市场脉
搏有着准确把握的东风日产
选择了另辟蹊径——— 楼兰凭
借独树一帜的造型和设计风
格，不仅颠覆了人们对于传
统SUV的固有印象，更开辟
出豪华跑车型SUV这一崭新
的细分市场，在新一轮的市
场竞争中抢占了先机。

完善布局、提升品牌

东风日产剑指高端

在目前东风日产的SUV

阵营中，月销破万的城市
“SUV双杰”奇骏、逍客已经
稳居中型SUV市场主流阵
营。而楼兰凭借流线型的车
身、舒适宽大的车内空间、豪
华的先进配置和高品质的服
务，不仅站上了东风日产产品
序列的顶端，更颠覆了人们对

于SUV车型的传统认知。
“对于东风日产来说，楼

兰是顶级车型，也是旗舰车
型。”在楼兰上市发布会上，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更是
用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楼
兰在东风日产的地位。

在豪华SUV市场中，东

风日产虽然是后来者，但绝
非跟随者。为打造这款顶级
车型，东风日产为楼兰配备
了日产几乎所有的尖端技
术。与奥迪Q5、宝马X3相比，
楼兰2825mm的超长轴距占
据明显优势；由内源噪音优
化、360度噪音隔绝、完美隔
音、全路况吸音降噪四大技
术组成的全维超静音系统，
也为楼兰带来超越奥迪Q5、
宝马X3等同级别竞品的超静
音舒适驾乘体验。

在豪华及人性化配置方
面，楼兰也拥有足够的竞争
力。与英菲尼迪FX、EX系列同
级别的BOSE高保真音响、智
能HDD NAVI导航系统、
ASCD定速巡航系统、智能记
忆系统等人性化豪华配置，为
消费者打造智能、便捷的操作

模式及顶级娱乐视听盛宴，带
来超越同级的舒适尊贵享受。

更为重要的是，东风日产
通过楼兰打造了包括一对一
专人服务、快通道服务、4年10
万公里保修和10项尊享增值服
务等“四大礼遇”在内的“MVP
尊享服务”，在探索豪华车营销
模式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业内人士认为，无论对
市场还是东风日产而言，楼
兰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作
为东风日产豪华车型的开创
者，楼兰在进一步完善东风
日产SUV产品布局的同时，
将更进一步奠定其在高端车
型领域的话语权。而豪华
SUV市场也有望在楼兰的引
领下进一步细分，将豪华跑
车型SUV这一全新细分市场
做强、做大。 (风华)

2011年9月16日，2012款
帝豪EC7系在成都首发上市。

2011款帝豪EC7进行了
32项品质升级，除了从外观和
内饰进行了升级，还增加了
DVVT高效动力系统、GSG智
能启停系统和ESC电子稳定
控制系统等三大越级技术，全
新改变让人眼前一亮！

内外双升级
2012款帝豪EC7系整体

设计延续原款车型大气稳
健，车身长仍然为4635mm，
轴距2650mm，保留前卫的
swordfish剑鱼设计，但对前
大灯进行了熏黑处理，令整
车更加精神抖擞，车窗增加

外水切装饰镀铬亮条，让帝
豪EC7更添几分时尚品位。
再看看内饰方面，深色质感
内饰、装饰条钢琴烤漆、发光
迎宾踏板、开放式票据储物
格，副驾驶台可变储物格，全
新DVD+GPS导航系统等等，
令整车更显时尚和科技。

三大越级技术
与原款车型相比，2012款

帝豪EC7系更智能，更安全。
全新DVVT发动机、GSG智能
启停系统，和ESC电子车身稳
定控制系统三大越级技术，充
分满足消费者对动力、低油耗
和安全方面的更高要求。

2012款帝豪EC7系新配

吉利自主研发的4G18N和
4G15N两款DVVT发动机。
4G18N发动机与原款相比，
增大了中低转速情况下的扭
力输出，而4G15N发动机则
增加了5KW功率，动力更强
劲，扭矩更高，加速性能与爬
坡能力均得到增强。此外，
2012款帝豪EC7还增加了
DVVT智能可变气门正时系
统，除了使动力更高效，还能
让燃油更充分，更省油，让你
钱包更厚实，生活更轻松！

在C-NCAP碰撞测试
中，帝豪EC7以46 . 8的高分
获得五星安全认证，并在当
时创造了自主品牌车型成绩
的新高，安全性能受到充分

肯定。2012款帝豪EC7在秉
承五星安全的基础上，搭载
ESC电子稳定控制系统，有
效防止车辆转向不足或转向
过度，以及防止出行冰雪路
面侧滑及翻车危险，进一步
升级你座驾的安全性能。

2012款帝豪EC7，秉承
前瞻环保造车理念，搭载
GSG智能启停节能技术，综
合路况下百公里油耗平均降
低5%～8%，同时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4%，并在怠速情况下
发动机智能停车，合理避免
了怠速等待时的燃油消耗，
同时减少尾气排放以及城市
噪音污染。除了以上优点外，
GSG车型的一键开关系统，也

让操作更为便利。新增的蓄电
池传感器和真空度传感器，让
帝豪的节油环保更完美。

2012款帝豪EC7，品质芯升
级，跃值上市，只等你的到来！

十月感恩回馈
即日起，购帝豪EC7系

经典款乐享五重豪礼：
进店礼：来店即送帝豪时

尚精品；订车礼：订金2000元
抵4000元;购车礼：送现金4000

元；服务礼：送价值2000元服
务代金券;转介礼：成功介绍
新用户购车即送300元礼品。
山东吉利超市：69928000

69927000

匡山店：85609266 85609366
工业北路店：88967667 88967997
章丘店：83795666商河店：86655707
济阳店：81173177长清店：66581066
平阴店：87883333
二手车置换热线：13173010572
网址：www.stauto.net

●活动主题：双节黄金
周 “礼”遇新鸿基

●活动车型：思域(civic)
思铂睿(spirior)思威(CR-V)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10月8日

●活动内容：
喜迎国庆，重阳同欢，东

风本田特约店济南新鸿基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为答谢
新老客户的支持，将于国庆、
重阳节期间在济南新鸿基展
厅举办“双节黄金周，‘礼’遇
新鸿基”特别活动。

价格足够实惠

礼品足够丰厚

此次活动期间车型既有
运动风尚版思域尽享万元优
惠，也有高端运动轿车思铂
睿现金优惠外加精美大礼，
更有城市型SUV典范CR-V
价格足够实惠礼品足够丰
厚。第九代新思域即将上市，
本店特开辟新思域专区，节
日期间前往新思域专区了解

并预定九代新思域，只需交
付1000元预定金即可获赠预
定大礼包，待新车上市如有
不满意可全额退付订金，礼
包不予收回。活动期间所有
进店的朋友均有进店礼品相
送，为广大喜爱和支持东风
本田新鸿基的新老客户送上
一份节日大礼。

体验品质服务

全心全意新鸿基

新鸿基进驻济南市场一

年来，我店整车销售(Sale)、
零配件(Sparepart)、售后服
务 ( S e r v i c e )、信息反馈
(Survey)“四位一体”的汽
车经营方式以及优质的服务
态度被广大泉城市民所称
道。自去年同期开业以来，
我店便配备了东风本田最为
先进的硬件配套设施，配有
东风本田全系车型，充满动
感 活 力 的 新 一 代 思 域
(CIVIC)、全模式城市型
SUV典范CR-V、中高级轿
车思铂睿(SPIRIOR)。一流
的现代化展厅，舒适的客户
休息区，加上专业的销售人
员的细心的讲解，可以在选
车，购车的同时享受到家的
感觉，看书读报，上网冲浪
更加方便快捷。

本次活动山东新鸿基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保留最
终解释权
东风本田汽车济南新鸿基特
约店
免费热线：400-007-6006
销售热线：0531-55596888
地址：济南市槐荫区无影山中
路西段新匡山汽车大世界南
区中段(北园高架，黄岗下)

为“开创”而生 楼兰欲改写格局

品质“芯”典范 2012款EC7跃值上市
——— 经典款帝豪EC7特享国庆五重豪礼

双节黄金周“礼”遇新鸿基
——— 值此佳节之际新鸿基总经理王丽携全体员工祝福天下家庭团圆美满

比亚迪L3新锋畅登陆济南菲源

9月24日至25日，以
“诺之精彩”为主题的
2011雷诺移动展廊同时登
陆济南山东省体育中心。
继石家庄站和沈阳站成功
举办后，此次雷诺巡展活
动继续为消费者带来热辣

的舞蹈、缤纷的游戏和丰
厚的奖品，一场绚丽的汽
车嘉年华吸引了众多市民
驻足参观体验。本届移动
展廊是雷诺汽车迄今为止
在中国举办的最大规模巡
展活动，雷诺旗下车型纬

度、风朗、风景和科雷傲
等旗舰车型均在移动展廊
上展出。此次雷诺移动展
廊系列活动覆盖全国16个
城市，持续到11月中旬结
束。

(楚仪)

2011雷诺移动展廊同步移师济南

MG 3 Xross登陆济南东岳顺吉

上周末，在济南东岳顺吉MG
4S店内，全新MG 3 Xross宣布正式
登陆济南。MG 3 Xross作为“传奇英
伦精品小车”MG 3的改装升级旗舰
版车型，沿用英国顶级团队打造的
“Faceted Flow”流面切割艺术设计，
离地间隙提高到164mm，增加了大
包围和铝镁合金行李架，同时，车内
采用橙黑相间真皮座椅配色，实现
炫酷“变身”。据了解，全新MG 3

Xross售价为9 . 17万-10 . 37万元，极
具性价比。另外，东岳顺吉4S店MG
各款车型仍在延续大幅优惠措施，
吸引了大批客户选购。 (田野)

9月25日，济南菲源比亚迪4S店
举行了比亚迪L3新锋畅赏车会。比
亚迪L3新锋畅共三款车型分别是
1 . 5 MT舒适型、1 . 5MT尊贵型和
1 .8 CVT尊贵型，售价区间为5 .98—
8 . 28万。焕新登场的L3新锋畅是一
款集高配置、高性能、高性价比于一
身的时尚家轿，在相对中庸的该区间
车型中L3新锋畅极具竞争力。据济
南菲源相关负责人介绍，比亚迪L3
新锋畅很受消费者喜爱，首周就突破
了50台的订单，以其超高的性价比受
到消费者的广泛追捧。 (伊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