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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界

迅达传祺4S店：

天安达福特4S店：

年底到了，不少市民都想买辆车过年，记者
从永吉汽贸了解到，该公司高档车宝马、奥迪销
售看好，看车的、订车的人群每天都有。

永吉汽贸是我市一家综合型汽车销售企业，
主营宝马、奥迪、东本、一汽马自达、一汽丰田、天
津一汽等几大品牌，其他产品也有销售。

全新奥迪A6L不但使用了全新统一的家族
化设计风格，使原本十分稳重的脸孔开始变得年
轻化，同时在豪华性、空间优势等方面直逼奥迪
A8L。加长的轴距使全新A6L达到了3012mm的
空前轴距，空间方面也将在中高级豪华车中树立
新的标杆。全新A6L有了一张完全家族化的前
脸，最具特色的应该是大灯设计。此外，奥迪
A4、A4L、A6L、Q3、Q5等均有现货供应。

永吉汽贸是一汽丰田、东风本田特约维修
站，能为靖江车主提供专业保养维修服务。目前
到该公司购雷诺除了价格上有优惠外还赠送 5
年12万公里保养。

永吉汽贸地址：靖江市兴业路5号（新车站南
300米）。订购热线：84908800 84908808。

宝马、奥迪品牌
销售看好

永吉汽贸：

全新汉兰达销售火爆

凯源汽贸：

全新汉兰达在凯源汽贸现车供应以来，受到
众多消费者青睐，咨询者、订购者络绎不绝。

据了解，全新汉兰达 2.0T 车型最受消费者
欢迎，年轻的消费者成为其主力消费群体。

全新汉兰达动力技术上实现了关键升
级。率先采用丰田品牌全球最新、最先进的
2.0T D-4ST(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发
动机，与雷克萨斯 NX 使用的 2.0T 为同一系列
产品。这款 2.0T D-4ST发动机汇聚“双喷射”

“双涡管”“双循环”三大核心科技，堪称最高
效、最平顺、最可靠的涡轮增压引擎。拥有聪
明的AWD智能四驱系统，能够根据行驶环境主
动适时调整前后轮驱动力分配，极大提高了路
部应对能力。

凯源汽贸是一家综合品牌汽车经销企业，经
销凯美瑞、雅力士致炫、本田 CRV、纳智捷、宝
马、奥迪等系列车型，而且还是凯美瑞靖江特约
维修站、东风本田特约维修站、一汽丰田特约维
修站、纳智捷靖江特约维修站。

凯源汽贸经营丰田、本田、奥迪、宝马等各种
品牌汽车。

地址：靖江市西环南路 188号（地中海花园
南200米对面） 销售热线：85153009

百年汽车品牌斯柯达，迄今有120年的历
史，蕴含着巨大的历史积淀和品牌能量，没有
大多数后起之辈的张扬与高调，却有着自己独
特的稳重与深邃。明锐、昕锐、全新晶锐、昕
动、Yeti、全系速派，全系6款车型，安全，大方，
舒适，均以1.4L、1.6L、1.4tsi、1.8tsi小排量为主，
被誉为德系高性价比车型的典范。

新的一年已经来临，新年新气象，各种政
策接踵而至，目前斯柯达靖江众达 4S店已经
跟各相关公职单位及事业单位达成协议，制
订了一系列购车的优惠政策，主要方向是降
低购买门槛，政策方面更加倾向于具有稳定
收入来源的行政事业单位人群。只要您是公
务员、医生、教师或事业单位人员（如银行、电
信、移动、联通、网通、电厂等），凭工作证购买

上海大众斯柯达，不必东奔西走比价格，更不
用找朋友、托关系卖人情求优惠，帮您省去一
切可省的烦恼，车价低于市场价，让您一步到
位享受专属于你们的最高优惠！如果今年哪
些单位也想为员工谋福利，为员工提高生活
质量，为员工解除购车的烦恼，也可联系该
店，让员工享受公务人员的待遇。只要您一
个电话，马上派资深销售人员将相关文件带
给你，为你的员工提供最实惠的价格，全系均
可首付30%，部分车型免利息免手续费，便捷
助您轻松拥有。该店会为您提供最优质的服
务，来店购车，公开透明，诚信服务。拥有斯
柯达，万事皆可达。

抢购热线：0523-84080008 地址：中洲
西路国际汽车城（汽车站往西1公里）

作为新一代高效能中级车，C4世嘉亦是东
风雪铁龙征战中级车市的又一重磅力作。据悉，
这款车已正式上市。

C4世嘉搭载了东风雪铁龙最为重要的“T+
STT核芯动力”动力总成，包括获得 2015国际年
度发动机大奖的 1.2THP发动机、连续荣获国际
年度发动机 8 冠王的 1.6THP 发动机，还有另一
款畅销中级车市的黄金排量1.6LCVVT发动机。

除了高效动力，C4世嘉也是一款善于搭配
和统筹的高手。1.2THP、1.6THP的双T组合，涡
轮1000转介入，踩下油门，就能感受到T动力介
入的澎湃输出；配备代表未来发展趋势的STT发
动机启停系统，最大限度降低燃油消耗，省油多
达 15% 。尤其是 1.2THP 涡轮增压发动机，
100kW 的最大功率，更可媲美市面主流 2.0L 发
动机排量，5.0L/百公里的油耗表现也相当出色。

此外，C4世嘉在科技配置上再次升级，全系
标配的7英寸彩色智能多媒体触屏系统，一键启
动+智能免钥匙进入系统，以及集“智能导航、娱
乐资讯、汽车安防服务、远程车辆诊断、车载互联
通讯”于一身的Citroen Connect车载互联系统，
随时随地解决消费者的一切行车问题。

东风雪铁龙靖江4S店地址：江平路342号
电话：84810226

斯柯达零利润助力车改

东风雪铁龙：

C4世嘉正式上市

斯柯达靖江众达4S店：

长安福特旗舰车型福特金牛座正式启
动预售！作为一款“尊崇科技商务座驾”，
福特金牛座搭载了同级独有的后排座椅倾
角电动调节、E-Shifter旋钮式电子换挡器、后
排气囊安全带等众多前瞻性的创新科技配置，
更拥有缔造同级最强劲动力的 2.7L Eco⁃
Boost® GTDi 双涡轮增压V6发动机，此次率
先推出5款车型，预售价格区间为249800元至
349800元。

福特金牛座对品质的追求体现在整车
设计的方方面面。其大气自信的外观设计，
让品质感油然而生。在整车内饰设计上，福
特金牛座提供了象牙白和雅墨黑两套内饰色
调方案。在空间设计上，4996毫米的车身长

度和 2949毫米的超长轴距，同级领先的后排
腿部空间，以及宽大的头部空间和超大面积
的全景天窗，共同为商务精英营造了一个宽
敞舒适的行政级座舱，带来尊崇商务气度。

福特金牛座不仅全方位满足新时代商务
精英的用车需求，也体现了长安福特追求先进
技术和完美设计，并惠及更多中国消费者的理
念。相信这款全新旗舰车型必将赢得更多消
费者的青睐，引领新时代商务用车新风潮。

靖江天安达福特 4S店金牛座已经到店！
24.98万元起，尊崇科技商务座驾福特金牛座
全面启动预售。

更多详情欢迎致电：0523-89199988
地址：中洲西路国际汽贸城1号福特4S店

金牛座登陆靖江福特4S店

泰达别克4S店：

辛苦了一年，过新年买辆车犒劳一下自己
及家人，这是很多春节前买车人的愿望，但是
年终奖迟迟不到位，很多人只能不停在车市观
望，但随着时间的临近，不少车型已经紧张起
来，很多经销商表示部分车型订单已经排到春
节后，这让不少想购车回家过年的消费者着急
起来。部分消费者不得不改换车型，目标就一
个：春节能开上新车。

车市旺季，车商优惠回收

按照惯例，车市在步入新的一年之后，车
价优惠幅度往往会有所回收。今年也不例外，
随着元旦购车潮的退去，以及受到冲量结束的
影响，不少经销商已收紧了优惠政策。

比如，去年年底，部分中级车的优惠超过
了3万元，而眼下这部分车型优惠收缩到了一
两万元左右。一位正在看车的消费者吴春明
告诉记者，“去年 11月底看中的一款车，当时
现金优惠 20000 元，再加上节能补贴，能省
23000 元左右，没想到这两天到店里咨询，现
金优惠已经变成 13000元，还有 10000元改为
了送礼包，这下亏大了。”

记者从我市多家 4S店了解到，去年 12月
份冲量结束之后，旗下车型优惠均已经有所回
收，“12 月份是为了完成全年的销量，完不成
销量拿不到目标奖，因此，我们不惜亏本卖
车。”而一月份开始，暂时脱离了考核压力的
4S 店又不得不考虑全年的利润，悄悄收缩价
格空间，再加上市民有节前买车的习惯，市场
到了传统的旺季，提不到车成为主题，部分经
销商也就逐步把让利幅度缩水。

年关临近 提车成热点话题

作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成为许多
家庭购置大件消费品的绝佳时机，不少有购车
意愿的消费者都选择在年前购车，以图“新年
新气象”之意，即便是优惠较少，也浇灭不了他
们高昂的购车热情。

有经销商表示：“有些消费者近期已经不
在意优惠，只希望能在年前提车。只要有现车
就能吸引他们买。”近期大部分4S店都在四处
组织货源，尽可能拿到现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月份以来，我们店已经交了 60多台车
子了，现在订单不断，部分车型订单已经排到
正月底。”北京现代宝达4S店总经理周建彬透
露。随着各品牌热销车型的库存频频告急，让
有些等车急用的消费者动起了“脑筋”。

市民小江前阶段在泰达别克看中了银色
的英朗，但销售人员说年前能否拿到现车还不

一定，不过其他颜色的要快些，小江仔细考虑
后挑选了另一种颜色的车。

新年车市开局良好 后市可期

受1月份前半月购车热潮的刺激，眼下车
市逐渐升温，使得大部分经销商对今年1月份
的销量提升都信心十足。

从上半月销售情况来看，今年开年的局势
很好，靖江天安达4S店总经理丁庆庆表示，与
去年同期相比，今年车市显然热闹了很多，这
样一个不错的开局让他们对后市较为乐观。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虽然目前车市优惠
收紧、现车紧缺，但从以往的市场表现来看，车
价越是往回走，消费者下决心的速度反而会越
快。同时，近期购车很大部分是刚性需求，还
有一部分是消费升级的需求，就算一些消费者
有暂时的持币待购的观望情绪，但随着春节这
一传统节日的临近，这些需求会加快释放。

节前车市旺，热销车型提车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金春徐金春

别克GL8承载十六年一路领先的收获
与感悟,精益求精,品质不断升级，为 7人同
行的品质之选。.

超越同级的车体结构、超高强度钢材及
先进的激光焊接技术，严格按照C-NCAP五
星级安全碰撞标准打造；更有EURO-NCAP
行人保护设计，安全思考更周到。

前排正面安全气囊、前排侧面安全气
囊、一体式侧安全气帘，结合超高强度车身
刚柔并济，提供全面、周到的保护。第二排
座椅标配 ISO FIX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在
儿童座椅和汽车之间建立更稳固的刚性连
接。配合前 17寸通风刹车碟、后 16寸刹车
碟呈现有力、顺畅的制动效果。

整合ABS/EBD/TCS/CBC等车辆稳定系
统实时监控汽车行驶状态，通过发动机扭矩
以及每个车轮驱动力和制动力的调控，消除
车辆转向过度和转向不足，铺就一路坦途。

全球前瞻科技一键触发智能导航、声控
电话、碰撞自动求助、紧急救援以及车况自
动检测等16项主动服务，5266mm车身尺寸
3088mm 超长轴距傲视同级的宽大车身尺
寸，定义现代MPV新标准，为 7人同行提供
更宽敞的乘坐空间和行李容量。

剧院级 5.1声道 10扬声器Bose音响系
统，为别克 GL8 量身定制，采用 Surround⁃
Stage®数字处理及 Dynamix EQ®动态均
衡补偿等多项 Bose 专利技术，赋予音乐近
乎可触的质感。

全铝 V 型 6 缸发动机引入缸内直喷技
术，平顺间释放酣畅动力，最大功率为
190kW，峰值扭矩为 290Nm。燃油精细燃
烧，更有效降低排放，提升燃油利用率。

试驾热线：84952888
地址：泰达别克4S店（新渔婆菜场对面）

靖江广达传祺现车抢卖会来啦！
活动时间：2016年1月30日、31日
活动地点：广汽传祺靖江广达4S店
一重礼：进店即领精美礼品一份！
活动期间所有到店客户均可领取。
二重礼：现车抢卖！
活动期间：靖江广达店推出 12 台传祺

GS4现车抢卖，仅有12台！！！不要为没有GS4
现车而烦恼，来靖江广达4S店，年前就能把车
开回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哦。

三重礼：当天购车即可享千元装潢大礼包！

活动期间，凡订车传祺任意车型即可享
价值3000元装潢大礼包！

礼包含：价值 1600元原厂贴膜一套+899
元原厂大包围脚垫一套+500元工时券。

四重礼：贷款买车送保险！并赠送价值
千元增值服务！

分期购车客户只需身份证、驾驶证，极速
审批，让购车不再等待！另外可享受千元增
值服务，还有更多金融服务等着您！

五重礼：老友感恩礼！
活动期间老客户转介绍新客户，可获赠

500元加油卡。
六重礼：年货大派送！
活动期间购车客户订车即可参与年货大

派送环节，小家电、棉被、厨房用品等多重礼
品送！送！送！

买好车本是大喜事，赶上新年好日子，赶
上各种豪礼拿，赶上现车抢卖，赶上当日即可
提车。

没错，来靖江广达4S店，您就是猴年最会
赶集的人！小伙伴们，抓住购车好时机，新年
绝佳完美了！电话：84656789

靖江广达传祺现车抢卖会来啦！

别克GL8：
7人同行品质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