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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今日， 全球SUV销量冠军Jeep

麾下旗舰产品———全新进口大切诺

基的首款3.0L豪华导航版车型正式

上市，售价57.99万元。该车预计10月

底到店，即日起正式接受预订。

继今年5月份有“8X7史上最强

豪华SUV” 美誉的全新进口Jeep大

切诺基面世以来， 全新进口大切诺

基以更高效、更全能、更精湛的表现

成为今年全尺寸豪华SUV细分市场

上增长最快的车型，销量屡创新高，

以超越众多传统豪华SUV的市场表

现，价值标杆地位立显。

首款全新进口大切诺基3.0L

车型凭借60万元内唯一装备ZF� 8

速自动变速箱和7大驾驶模式，以

及唯一配置8.4英寸中控液晶屏和

7英寸自定义真彩仪表盘的U-

connect智能人机互动系统， 成为

60万元内综合技术实力最强且最

有价值的豪华SUV。 全新进口大

切诺基也从此覆盖从60万至130

万元的最全豪华SUV产品阵线。

大切诺基3.0L新车型搭载的

3.0升 V6发动机， 与3.6L升V6发

动机同属于 “沃德全球十佳”

Pentastar发动机家族，这是克莱斯

勒耗资22亿美元打造的动力总成

“梦之队”。全新的3.0升发动机继

承了成熟的3.6升发动机的所有优

点，并进一步提升了燃油经济性。

来自ZF的8速自动变速箱不仅拥

有同级别最先进的技术，也是最强

的变速箱品牌， 与全新3.0升发动

机强强联手， 以230马力和285牛·

米的峰值动力输出带来卓越驾驭

感受，拥有出色的整车静谧性和流

畅的动力传递等优势，更能实现综

合路况百公里10.3升的优异燃油

经济性。与此同时，全新进口大切

诺基3.0L依然提供业界最全的包

括经济、自动、运动、雪地、沙地、泥

地和岩石在内的7大驾驶模式，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全能驾控。

全新进口大切诺基3.0L车型

还搭载同级别独有的Uconnect双

液晶智能人机交互系统， 也让其

成为同级别最智能的豪华SUV。

8.4英寸液晶中控系统不仅尺寸同

级最大， 更以诸多人性化的操作

系统， 带来直观易懂的界面和便

捷的操作体验。仪表盘中央集成7

英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更是同级

功能最强大的仪表系统。

至此， 全新进口大切诺基从

主力3.6L车型的全面革新，到前不

久称霸赛道的超跑级性能旗舰大

切诺基SRT8的上市， 再到3.0L车

型的引入， 大切家族已经覆盖了

3.0、3.6、5.7至6.4L的发动机排量，

以更丰富、更完善的产品阵营，覆

盖了57.99万～126.99万元的主流

豪华SUV市场， 并在各个价格区

间树立起最强技术实力标杆。Jeep

不仅是全球销量第一的SUV品

牌，更是技术最领先的SUV品牌，

还是车型最丰富的SUV品牌。此

次全新大切诺基3.0车型的引入，

标志着Jeep品牌Pentastar平台向3.0

升排量的成功延伸， 以更强大的

产品力昭示继续领军SUV领域的

决心和信心。

（张煜 图据品牌）

你关心的汽车信息都能轻松查找

吸引车友们关注的，并不只是5元话费礼和保

时捷试驾名额。 但凡用过买车帮微信的车友，几

乎都会对这位无所不知的新朋友赞叹不已。

“太方便了！”汪先生最近正盘算着换车，关

注买车帮微信后，他发送了自己中意车型的名字

给买车帮，不到一秒，这款车型的最新资讯及车

型信息就出现在他的手机屏幕之上。“车型图片、

参数、价格一目了然，还有经销商地址和电话，真

是方便。”汪先生说，周围很多的朋友懂车但不一

定懂行，更不可能对每一款车的参数和价格等等

了如指掌。“现在有了买车帮微信这个顾问，我也

成为了汽车达人。”

“没想到，买车帮微信的功能做得到如此强

大。” 港宏汽车副总裁万健在使用买车帮微信后

表示，“这就是一个强大的搜索引擎，想知道的东

西里面基本都有。”他认为，成都商报推出买车帮

微信，不仅是一种传播方式的创新，更是服务方

式的变革，与车友的互动更充分，而且做到了随

时随地。

买车帮微信的技术团队负责人表示，买车帮

微信搜罗了2004年以来市面上所有车型数据，以

及四川1400多家经销商的信息， 而且每天都在更

新车市咨询。 基本能够满足车友的各种资料查

询，而且还可以根据车友们的搜索热词主动增加

内容，为车友提供丰富信息。

目前，买车帮共设置了资讯中心、车型中心、

活动中心三大板块，资讯中心提供车市最新信息、

车型中心有完备的车型数据库供车友查询车型资

料、活动中心则有丰富的活动等你参与，其中就包

括目前的加关注送话费和保时捷911试驾活动，栏

目设置清晰，查询方便，你也可以直接发送你感兴

趣的字词给买车帮微信，几秒钟就能得到回复，能

很容易找到你想要的信息。

我们还准备了近百万元的礼品派送

买车帮作为成都商报汽车部今年五月起倾力

打造的公众服务平台，全力为车友的选车、买车、

用车提供贴心服务， 除了最新资讯和实用信息之

外，我们还着力让车友感到好玩和实惠。

目前我们准备了价值近百万元的礼品， 这些

礼品将持续送出， 关注成都商报买车帮微信并且

积极互动的车友都有机会得到我们奉上的礼品。

先透露一下，目前准备的礼品中包括车载用品、车

险抵用券、自驾游抵用券、化妆品等等，欢迎广大

微友经常互动，以后我们会从微友中选出“互动

最多”、“问题最多”、“推荐最多”等朋友中派送

好礼哦。

除了这些实惠大奖， 我们还准备了诸多好玩

的礼品送出，例如新车试驾、爱车讲堂、甚至受邀

参加新车发布会等，敬请关注！

成都商报记者 王飞

第二波5万元话费开送

你微信关注买车帮没？

本周一， 成都商报推出买车帮微信公众账号，1万个5元话费见面礼送完，今

起加推1万个名额，保时捷911免费试驾继续征集

拿起手机，加个关注，就可能得

到买车帮公众微信送你五元话费！

本周一， 成都商报正式推出买

车帮微信公众账号， 引得了广大车

友的热情关注，截至当日17时，就有

5263名小伙伴领走话费， 两天时

间，1万个5元话费礼全部送出!� � � �

� � � �今天， 成都商报再次加推万个

话费礼， 只要你关注成都商报买车

帮微信，并进行实名认证，就可获得

我们送出的5元话费！ 除此之外，我

们还准备了十足好玩的大奖： 将在

本周内关注买车帮的微友中抽取汪

峰10·19成都演唱会门票和保时捷

911试驾大礼！

还等什么，搞紧关注哦！

成都商报买车帮广交

天下朋友，用微信“扫

一扫”这个二维码，关

注买车帮， 通过简单

认证，你就能获得5元

话费了！

手指动一动，

五元话费立即送

如何微信关注

买车帮

方法

1

1、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2、点击下方工具栏中的“通讯录”

3、点击右上角的+号添加朋友，在

查找公众号中输入“maichebang”或者

“买车帮”，点击搜索

4、看到买车帮，点击关注

5、好了，我们成微友了。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办法

：

1、打开微信，点击最下边的工具栏

中的“发现”

2、点击“扫一扫”，扫描本版买车

帮二维码

3、点击关注，好了，我们成微友了。

买车帮微信的使用超级简单，随便

试一试，就会知道它有多聪明。关注之

后，发送？进入主菜单 ，在菜单中点击

“实名认证送话费”和“保时捷

911

免费

开”即进入报名页面。

方法

2

如何参加“实名认证送话

费”和“保时捷911开一

天”活动？

本周之内，买车帮还将特别

送出汪峰10·19成都演唱会门票

4张，敬请关注！

57.99万 8速7大驾驶模式

全新进口Jeep大切诺基3.0L上市

主办方：成都商报、CDTV-2、摩尔

国际

车展时间：10月25日-27日

车展地点：摩尔国际汽车文化商贸城

（武侯区聚龙路6号，八益家具城旁）

车展三天，每天一千袋“遮放贡米”大派送，

每袋

500g

，价值

20

元。只要你在摩尔车展现场试

驾新车或下载

APP

软件“

TV

摇摇乐”，均可马上

领走大米。

参与车商：四川众诚长安轿车

参与车型 ： 长安新悦翔 、新

CX20

、逸动、悦翔

V5

、致尚

XT

、睿

骋、

CS35

车展优惠：

本次摩尔车展上，四川众诚长

安轿车将拿出众多优惠，包括一直

紧俏的新车CS35、致尚XT等热门

车型全部闪亮登场，还可以当场试

驾CS35等SUV主流车型， 当场下

单还有惊喜大礼！

车展现场， 新悦翔最高优惠

4500元现金， 经济型家轿悦翔V5

优惠现金1500元，而长安轿车首款

战略型中级车长安睿骋更有8折的

惊喜折扣价或优惠1.5万元的优惠

大礼包，如果您是越野车迷一定不

能错过长安炙手可热的SUV新车

CS35， 不仅有现车而且订车还赠

送好礼哦！

（周燃）

参与车商：精典汽车

参与车型 ： 上海汽车荣威

350

、

550

、

W5

车展优惠：

精典汽车携上汽荣威全系参

展， 其中，350炫黑运动版重磅上

市，仅需8.38万元,白车黑顶个性外

观，全车增配DVD、氙气大灯、运

动座椅； 荣威550豪华超值版持续

车展巨惠，仅需9.98万元，全车增

配天窗、真皮座椅、铝合金轮毂、倒

车雷达、 定速巡航；SUV产品荣威

W5全系优惠现金3万元，车展订车

加送价值5000元拓界礼包。 此外，

本次车展购买荣威全系车型，即可

享受精典汽车连锁终身免费洗车

服务及5年或12万公里延长保修。

参与车商：上典比亚迪

参与车型：

L3

、

S6

、

F3

、

G6

、速

锐、

M6

、思锐

车展优惠：

上典比亚迪将带来刚刚上市

的全新B级车思锐，还有全系各款

车型全面优惠。其中L3：最高4000

现金优惠+3000元厂商惠民补贴；

F3：5.49万元包牌再享3000元厂商

惠民补贴；G6：最高万元优惠；S6：

全系1000元现金优惠，再送2000元

精品礼包； 速锐：1000元现金优惠

+3000元厂商惠民补贴； 思锐：全

系现车供应， 享2000元精品礼包；

F0：2.99万元起；M6： 全系2000元

优惠+2000元精品礼包。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佩佩

下周末到摩尔车展

3000袋大米来就送

又到十月金秋， 也许你正在为

刚刚错过成都国际车展的购车机会

而懊恼， 也许你已完成了工作年度

任务、计划年前换车犒劳自己，也许

刚拿到驾照的你希望开着车回家过

年……那么，下个周末，来摩尔国际

参加成都商报秋季车展吧， 在2013

倒计时的日子里，淘相因、买实惠，

送自己或家人一辆新车吧！

这次车展集合了建国、精典等

主流经销商，包含东风日产、长安、

比亚迪、上海汽车等，不仅有年底

的新车特别优惠，还有海量的购车

奖品和车展礼品在现场派送！其

中，主办方特别精心准备了3000袋

大米，每天送出1000袋！

除了享受经销商最大力度的

优惠促销外，为了让消费者能在这

个秋季以最大优惠买到爱车，此

次， 主办方特别投入了大量资金、

并组织了许多资源，最大力度回馈

消费者。除了大米外，现场还有实

用精美的汽车用品，包括高档品牌

车膜的抵用券、行车记录仪、通用

脚垫、精美挂件、车载精油等。毫不

夸张地说，现场的精美礼品完全可

以堆成一座“小山”！

临近年底， 各大品牌当然要在

年中狠冲一把，各种让利、优惠绝不

手软。 下周末在摩尔国际举行的秋

季车展上， 许多车型将推出年底最

优惠的促销力度，千万不要错过！

■部分车展优惠信息：

实名认证名后将收到话费

5

元的充值

提醒，本图为记者手机短信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