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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迪A8家族
全系惊艳亮相车展

风行景逸S50越级上市

8月29日，东风风行景逸S50在成都车展
上正式上市， 分为1.5L、1.6L两个排量共七
款车型， 价格区间为6.99万-10.29万元。其
中，6.99万元手动挡入门级车型的价格，刷
新了同类产品的品价比标准。
作为一款家用轿车， 景逸S50将主要消
费群体定位于80后，主张“幸福，就是和你

在一起”的汽车生活。景逸
S50采用德系车最流行的3H
高刚度车身，全车配备6安全
气囊， 此外还有牵引力控制
系统、 车辆动态控制系统以
及制动优先系统等， 以全面
保护消费者的驾车安全。同
时，景逸S50开创了第二代自
主品牌产品的全新操 控 体
验， 历经严苛的道路测试和
精准的底盘调校， 再 配 以
C-EPS电动助力转向和随速可变助力，让景
逸S50的驾驶操控更加便捷。景逸S50采用来
自三菱成熟的1.5L和1.6L的黄金排量发动
机，充沛的动力输出位于同级车前列，而其
百公里油耗仅为6.2L。 凭借A+级产品的实
力进军A级车市场， 景逸S50将成为自主品
牌第二代产品的标志性车型之一。 （王聪）

捷达Sportline 成都车展首度亮相

8月29日，由新奥迪A8家族领衔，一汽-大众奥迪携A、Q、R三大系列、
共19款车型组成的强大产品阵容，亮相第十七届成都国际车展，参展规模创
历届之最，为广大西部消费者献上“突破科技 启迪未来”的奥迪产品盛宴。

新奥迪A8家族诠释“尊贵再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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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成都车展， 新奥迪A8家族中A8L
W12、A8L、S8、A8L hybrid 和 A8L Security 防
弹车全部5款车型悉数到场。2009年推出的奥
迪A8 （D4） 已然是现代工业设计领域的杰
作。如今，升级上市的新奥迪A8家族以奥迪
前瞻科技、工业美学和至臻品质，完美诠释了
“尊贵再进化”的参展主题。
新奥迪A8配备的全球首款矩阵式LED
大灯，能够自动识别车辆和行人，可根据路况

自适应调节多达9.6亿种照明形式组合，以避
免远光灯对其他车辆造成眩目； 夜视辅助系
统进化得更为智能，不仅能够识别行人，还新
增了动物识别功能；新3.0升TFSI发动机增加
了“进气歧管燃油喷射”系统，并优化了细节
设计；6.3升FSI发动机增加了专为W型12缸
发动机开发的“汽缸按需运行系统”。
得益于此， 新奥迪A8家族全系车型的高
效特性显著提升——
—搭载3.0升TFSI发动机的
车型每百公里平均油耗仅为8.1升， 比改款前
下降了约18%；搭载全混合动力系统的车型每

百公里平均油耗下降至6.3升，为同级别最低。

“奥迪品荐二手车”十周年献礼
今年正值“奥迪品荐二手车”创办十周年。
十年来，“奥迪品荐二手车”已成为国内最成功
的豪华二手车品牌， 建有国内高档品牌中规模
最大、标准最高的二手车授权经销商网络。为此，
一汽-大众奥迪以最高品质、最大规模的户外二
手车展厅， 献礼本届成都车展。“奥迪品荐二手
车”展厅独立搭建于6号馆正门的室外展区，展出
面积高达1008平米，展车数量为历届最高。展会
期间，评估讲解、业务流程讲解和互动展示等环
节，将零距离展示“奥迪品荐二手车”媲美新车
的卓越品质。未来，“奥迪品荐二手车”将继续推
动中国二手车业务的发展，为用户带来国际同步
成都商报记者 王聪
的专业二手车服务。

精品二手车展， 二手车超级钜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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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成为首个销量突破千万的中国品牌
之后， 长安汽车自主品牌销量再创新高。在
自主品牌整体低迷的情况下，今年1-7月长
安汽车自主品牌逆势上扬，以83万辆的销量
位列行业第一。8月29日，长安汽车自主品牌
全系车型强势亮相成都车展，最大亮点就是
长安汽车倾力打造的一款至臻完美的重量
级车型——
—悦翔V7在车展现场全球首发。
悦翔V7专为年轻时尚有活力的80后、
85后群体打造。这个由欧洲、中国设计团队
同步推进的全新旗舰车型，不但具有欧洲的

坐拥成都轿车三厂主场优势， 位于5号
展馆的一汽-大众以“创新，为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携全系高品质车型亮相。1550平米的
一汽-大众展台人潮涌动， 全新高尔夫、速
腾、速腾GLI、速腾蓝驱、迈腾、宝来Sportline、
宝来2014款、捷达和新CC等多款车型各显风
采，给予现场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感官体
验。 其中， 备受关注的捷达Sportline首度亮
相，立即成为了众多媒体与车迷镜头下的焦
点，并成为该展台最大亮点。
作为一汽-大众西南基地生产的车型，

捷达Sportline延续了捷达全
新的品牌活力， 以全新动感
的造型设计、简洁硬朗的内饰
设计、高效节能的动力总成和
精密稳定的制造工艺，成为一
汽-大众展台最亮眼的明星车
型。 捷达Sportline融入了捷达
一贯的运动基因，以前卫的运
动造型诠释出车型的精髓；熏
黑尾灯、品质镀铬可见式双排
气尾管、 全新设计的导流尾
翼、 红色字体SPORT铭牌标
识，犀利、具有冲击力的尾部
设计引领运动元素潮流；全新设计的15英寸铝
合金双色铣削轮毂，时尚、稳健。据悉，捷达
Sportline将于年底登陆国内市场，届时必将成
为一汽-大众征战A级车市场的重要力量。
此外，简洁大气、清新开阔的展台设计，
以及专门设置的 “高尔夫40周年”、“儿童
安全座椅”、“蓝驱互动体验”、“环保行为
艺术”、“一汽-大众附件精品”等相关主题
展示区，也成为2014成都车展上一道靓丽的
成都商报记者 张煜
风景线。

甲壳虫128800元带回家

前沿设计思想，更深谙本土消费者的需求动
态和最新流行趋势。数据显示，悦翔V7长宽
高 分 别 为 4530/1745/1498mm， 轴 距 为
2610mm，驾乘空间在同级车型中处于领先。
而在配置方面， 悦翔V7除配备超越同级车
型的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系统外， 还配备
ESP 车 身 电 子 稳 定 系 统 、HHC 坡 道 辅 助 、
STT怠速启停、侧气帘和雾灯转向辅助照明
等潮流配置，是同级中最具科技代表性的潜
力车型。据悉，悦翔V9将在第四季度全国上
成都商报记者 周燃
市。

大众进口甲壳虫舒适版。颜色：柠檬黄。
配置：2.0手自一体带天窗、多碟CD。行驶里
程：45000公里。上牌日期：2010年3月。媒体特
惠价：128800元。 一周内持商报到店享受特
惠。比购同款新车含税价：直省11万元！合同
注明：无事故车、水淹车、问题车。郑重承诺：
全车提供一年质保，除易损件外全车一年内
故障免费维修直至更换故障件。
安心购车、 享受实惠。 特惠热线：
（刘逢源）
028-81519202

更多二手车
咨询请公众号搜
索并关注 “蚂蚁
王二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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钜惠成都车展携全系畅享万千
“油”礼
8月29日-9月7日，第17届成都国际车展将在新会展举办，一汽马自达将在4号馆H408携全系车
型亮相。为回馈四川地区的消费者，一汽马自达特别推出了六项钜惠活动，车展期间订车的客户最高可享受1
吨汽油、10000元精品大礼包的订车礼，并有机会享受7次保养的赠送。同时，还可享受首付五成，最高一年半
（夏
厦）
免息的按揭优惠。一汽马自达成都4家经销商将在一汽马自达4号馆展台竭诚期待您的光临！

车/展/促/销/信/息

车展时间

8 月 29 日 -9 月 7 日
09:00-18:00

钜惠一：你买车，我送油！
“
“
“

鸿运当头”奖3 名：1 吨汽油！
马到功成”奖18 名：半吨汽油！
一马当先”奖50 名：100 升汽油！

经销商信息

四川中鹏汽车销售服
务 有
限
公 司
028-85865666
成都市航空港开发
区大荆路（成雅高速公路
成都收费站旁）

钜惠二： 新车幸运大抽奖
阿特兹、CX-7 专享）

（

“骏
马奔腾” 奖3 名：10000 元精
品大礼包！
马精神”奖18 名：5000 元精品大礼包！
“龙
马加鞭”奖50 名：3000 元精品大礼包！
“快

钜惠三：你买车，我赠礼！ 5000 元
车展专享精品礼包！

展馆介绍

钜惠四：按揭无忧！

一汽马自达展馆位于
成都国际车展 4 号馆
H408，届时将携 CX-7、阿
特兹、Mazda6、Mazda8 及睿
翼炫纵亮相，同时还有万千
“油”礼大回馈、靓丽车模
表演等，期待您的莅临。

自达6、 睿翼、 马自达8 专享） 用车无
（马
忧！ CX-7 赠送7 次保养！

首付50%，最高一年半免息！

钜惠五:置换无忧！

最高享受5000 元置换补贴！

钜惠六：车展价格钜惠！

专享成都车展厂家价格促销支持。

四川城市车辆维修服
务 有
限
公 司
028-85143668
成都市火车南站西路
865 号
成都东成汽车销售服
务 有
限 公
司
028-84718888
成都市东三环路二段
龙潭工业园成致路（成南
立交与龙潭立交之间）
成都明友西物汽车贸
易 有
限
公
司
028-87507111
成都市金牛区羊西线
蜀西路 163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