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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系豪华车征战蓉城

西南首家DS� 4S店

落户建国汽车

无论你是陶醉

于法国的波尔多红

酒， 还是迷恋于香奈

儿的奢华优雅， 或是

钟情于路易·威登的

经典时尚，今后，当走

进机场路的建国汽车

DS� STORE 的 展

厅，你将在同一时间、

同一空间把法式的热

情、 优雅和经典尽收

眼底。

8月19日， 全国

第三家DS� STORE

在成都盛大起航，作

为西部首家DS品牌

授权经销店， 成都建

国DS� 4S店以其开

拓性的前卫设计理

念， 率先在西南地区

为DS品牌树立起了

统一的图腾形象，也

彰显了豪华车品牌

DS发力西南市场的

自信与决心。

据了解，作为法

系豪华车的唯一代

表，DS在欧洲市场

可谓家喻户晓，不仅

是法国总统的专属

座驾，而且每款新车

的设计研发都融合

了法国奢侈品牌流

行元素。今年首次进

军中国之后，DS品

牌就定位于与众不

同的 “新世代豪华

体验”。

汽车也是奢侈品

法国总统座驾DS华丽现身

作为法国PSA汽车集团旗下的豪华车品

牌，诞生于1955年的D S汽车品牌，同样代表着

法国人的聪明才智。今年，法国新总统奥朗德

就任时就乘坐了一款新的D S5�H ybrid。

D S来自时尚之都巴黎， 从选材到制作工

艺都精益求精， 甚至还邀请LV设计师融合研

发。D S首个进入中国的车型就是D S5，它也是

目前D S系列中定位最高的车型，售价在29.98

万元～34.88万元。车长超过4.5米，轴距达到

2727毫米。除了配备彩色信息平视系统、人机

交互等人性化系统外， 车内的每一个细节设

计都凸显出高贵奢华。

数字化选车

DS首推“一对一尊享服务”

作为西南第一家D S�ST O R E， 成都建国

D S也成为四川首家数字化汽车4S店。据悉，占

地面积约3000平米的D S�ST O R E， 室内各功

能区的设计布局以客户参观体验及服务作业

流程来串联，一目了然的D S销售、透明售后车

间、奢侈品展示区。同时，D S�ST O R E精挑细

选的设计带来独一无二的D S氛围。 法式建筑风

格、法国家具、法国音乐，再加上D S

独特的香奈儿香

氛，更体现出D S的独特与奢华。整个展厅还安装

了温度光线监控系统，温度、照明远程控制，一旦

展厅温度低于标准值，则会自动提示，从而能够

马上改善和调整，保证整个展厅的舒适度，而进

店的每一位客人都会根据数字化系统分析，为你

提供一对一的售前、售后工作人员。

据了解，备受关注的D S4与D S5新车已全

面抵达建国D S�4S店展厅。本周日，机场路建

国汽车D S�4S店还将举办一场D S豪华体验赏

车会，来店试驾还有神秘惊喜礼品！

（周燃 摄影报道）

成都国际车展即将开幕，梅塞德斯

-

奔驰

（中国）将携奔驰全系车型参展，展台位于

7

号

馆。 作为全国最佳经销商的四川华星锦业奔

驰，从去年的

1

家店发展成为如今遍布全川的

4

家店，提升的不仅仅是店的数量，更多的是

贴心的服务与严谨的品质。 今年四川华星锦

业奔驰仍将一如既往地在车展期间投入巨资

打造贵宾休息中心， 为整个西南地区的客户

带来最贴心、最尊贵的服务。

这次贵宾休息中心位于

5

号展馆与

6

号展

馆之间的连接处，包括客户接待区、餐饮吧台

区、洽谈区及休息区等多种功能区域。客户们

不仅可以一边赏车，一边喝茶聊天，还可以休

闲娱乐、放松心情。

羊西店：奔驰0首付开回家

即日起至9月30日，华星锦业羊西店特

别推出零首付购车金融方案，0元首付即可

将S级、SLK 级、R 级和国产C 级、E级、G LK

级等多款热销车型开回家， 还可同时享受

4.99% 低利率和长达24个月贷款期限。另还

有超低月供和超低利率等多种金融方案供

你选择。

即日起至8月31日， 购买奔驰C级轿车或

长轴距E级轿车，即可尊享超低月供优惠贷款

方案，日付最低至8.5元。置换购买指定车型，

更有机会获赠售后养护增值礼包， 享三年或

45000公里免费保修保养。

武侯店：金融购车方案

针对奔驰指定车型， 华星锦业武侯店本

月推出最低1.99%超低利率、 最长36个月超长

贷款期限等多元金融方案， 你可挑选最适合

自己的购车方式：零首付方案，最长贷款期限

24个月，只需提交10%保证金，贷款期满后奉

还保证金。 超低月供方案， 首付50% ， 利率

1.99% ，最长贷款期18个月。超长贷款方案，首

付30% ，享3年超长贷款期限。

sm art烈焰特别版已经抵达华星锦业武侯

店，全球限量700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武

侯店鉴赏体验。

德阳店：多款车型8.5折

本月到德阳华星锦业购奔驰， 多款车型享

受8.5折的打折优惠。此外，店内还推出了1.99%

超低利率贷款方案。 奔驰G LK本月也前所未有

地放出了1.99%的超低利率贷款方案。除了超低

利率之外，指定车型仅需10余元超低日供。“零

首付”购车方案也已经启动，你仅需缴纳10%保

证金就能够将心仪的奔驰车开回家。

希望进行置换购车的客户也有福了，置

换指定车型可获最高3万元的补贴，也有机会

获赠3年售后养护增值礼包，或者一年免费保

险等。

（刘爱妮）

随着伦敦奥运会的结束， 由成都

嘉诚汽车发起的“哈弗H 6免费开回家”

猜金牌赢汽车活动也进入了尾声。 最终

33位长城汽车的客户以及爱好者从众多

的竞猜者中脱颖而出， 准确猜中了中国

代表队在本届奥运会中获得的金牌数。8

月18日，长城汽车嘉诚4S店石羊展厅内，

在参与者和媒体的监督下， 现场抽出了

最终的大奖获得者， 来自山东潍坊在成

都工作的郭先生成为当天的幸运儿，他

将在8月31日成都国际车展长城展台现

场领取属于他的哈弗H 6。

抽奖活动当天， 为了让消费者不

必苦等车展， 嘉诚汽车也将车展优惠

提前释放， 嘉诚公司领导与一等奖获

奖者一同为特惠政策及价格承诺榜揭

牌———8月18日至9月9日，哈弗全系及

风骏皮卡全年最低价销售， 哈弗H 6最

高优惠1000元，并送2000元礼包，哈弗

H 5、H 3最高优惠17000元，风骏最高优

惠8000元，并向消费者郑重承诺：全川

统一优惠！

（刘爱妮）

今年车展 到华星锦业贵宾休息中心享星徽服务

购哈弗H6�享全川统一优惠

错峰购车 买贵补差

四川新双立车展价开卖

2012年成都车展即将到来， 很多

持币待购的消费者都在等着车展价格

的底牌。 四川新双立今年早早就将车

展价格定好，提前抢滩车展市场。除了

拿出特别的优惠回馈消费者， 还将有

更多新店服务于客户。本周，成都新进

程大众进口车4S店与辉腾定制中心凯

宴美湖店都将正式开业， 开业期间购

车将有惊喜。

辉腾

59.8

万起售 买贵补差

在辉腾十周年来临之际， 四川新

双立也给四川消费者奉上了一场饕餮

盛宴， 推出辉腾3.0L特惠商务版限时

限量59.8万起售。

辉腾在D 级豪车中一向以低调奢

华著称。 辉腾以至臻手工工艺融合顶

级材质， 在专属打造的透明工厂中上

演着大众汽车品牌“最美好的造车艺

术”。对于任何一辆辉腾来说，优质的

材料和完美的手工工艺造就了它引以

为傲的卓越品质； 定制过程中多达上

万种的组合搭配， 赋予了它独一无二

的个性。 已成为豪车市场标杆车型的

辉腾，在四川尤其受到热捧。作为辉腾

全球销量第一的四川新双立在车展前

特推出辉腾59.8万限时限量特惠价，并

承诺此价格为车展低价，买贵补差。另

外，从8月1日至9月30日，凡购买辉腾5

座商务型消费者，即可享受加3万升级

5年无里程限制超长质保。

途锐混合动力版最高优惠

30

万

途锐混合动力采用3.0升V 6�T SI机

械增压汽油直喷发动机结合电动机组

成的先进动力系统，搭配先进的8速自

动变速箱，性能优异，百公里加速仅需

6.5秒；每百公里油耗低至8.2升，二氧

化碳排放量则为每公里193克，无疑是

豪华SU V领域的环保标杆。 与车身尺

寸和动力性能相当的同级别SU V车型

相比， 混合动力版途锐城市路况的燃

油效率提高了25% ，在城市、高速公路

和乡间的综合路况测试中， 它的平均

油耗降低了17% 。随着汽车环保指标的

不断提升，8月， 四川新双立大众进口

汽车特别推出途锐混合动力最高优惠

30万， 另加3万即可尊享价值6万元的

延保服务，质保延长至五年。

MPV

王者新夏朗

26.8

万起售

进口大众全尺寸M PV新夏朗，能轻

松承载七个成年人。2+ 3+ 2的全独立座

椅设计，可进行多种空间组合，借助易

折叠和易进入功能还能让乘客轻松进

出第三排座椅。新夏朗不仅拥有舒适的

驾乘体验和精致内饰，而且还拥有更强

大的安全保障， 更灵活多变的空间，更

强劲的动力及更好的燃油经济性。

新夏朗的安全性能表现尤为突

出。在E- N C A P碰撞试验中，新夏朗获

得了五星佳绩， 这也是M PV碰撞测试

的最好成绩之一。 新夏朗全系标配七

个安全气囊以保证每一名驾乘人员的

安全。 新夏朗还特别配备了安全自封

式轮胎， 可封住直径5m m 以下物体造

成的漏洞， 大大降低了因为轮胎故障

带来的麻烦和安全隐患。

新夏朗兼顾强劲动力和燃油经济

性。2.0T SI发动机为新夏朗带来了147

千瓦/200马力的强劲动力；6速D SG 双

离合变速箱换挡平顺， 带来舒适的换

挡体验。该车型搭载的T SI汽油发动机

同前代车型相比， 发动机的燃油效率

提高了21% ，令新夏朗的百公里等速油

耗降低到惊人的6.6升。

从即日起至9月9日，“错峰购车，

买贵补差” 车展价现车供应活动如期

展开， 想要购买新夏朗的消费者可享

受26.8万元起的车展优惠政策，若车展

期间价格还有松动， 车主可享受买贵

补差的优惠。

（刘爱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