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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销主题：

一“

8

”不可收拾———这

10

天，北京现代“价”给您

车型宣传：

最实惠新娘

-

瑞纳车展相亲版

58888

元起

最时尚新娘

-

瑞奕车展相亲版

58888

元起

最可靠新娘

-

新悦动车展相亲版

78888

元起

最性感新娘

-

朗动车展订婚版 立减

10888

元

最知性新娘

-

名图车展订婚版 立减

10888

元

最豪迈新娘

-

全新胜达车展订婚版 立减

20888

元

最野蛮新娘

-ix35

车展订婚版 立减

30888

元

最靓丽新娘

-

第八代索纳塔车展订婚版 立减

40888

元

最婉顺新娘

-

新途胜车展订婚版 立减

40888

元

最期待新娘

-ix25

车展开始接收聘礼

官方表演时间

每日

10:00 11:00 14:00 15:00 16:00

展台签到有好礼

每日

10

：

30 13:30 14:30 15:30

车展现场购车即可参加

100%

抽奖 最高可享

3000

元油卡

新娘性格：

瑞纳采用 1.4L 和 1.6L

发动机。 1.4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

率和最大扭矩分别为 79Kw 和 135N.

m， 可选择 5 速手动或 4 速自动变速

器相匹配；1.6L 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

功率 90Kw，最大扭矩 155N·m，搭配

4速自动变速器。

外貌特征：

今年的 3 月 17 日全新

改款升级，新瑞纳采用现代汽车 2014

年初最新推出的 “流体雕塑 2.0 版

本”设计理念。 新瑞纳机舱盖线条、大

灯、前格栅、雾灯、前保险杠、尾部后保

险杠和 LED 后组合尾灯的全新设计，

为整车平添了几分大气、硬朗、利落的

感觉， 使得车型外观更加具有现代感

和吸引力。 镀铬外门把手、 投射式大

灯、铝合金轮毂等细节的优化升级，给

新瑞纳带来了整车质感的提升。

内在品质：

新瑞纳增加了后排门

板杯架，进一步改善了后排收纳空间，

同时儿童座椅接口、 行李箱灯等实用

性配置，也扩大了适用车型，给消费者

带来了更多的实用性和便利性。此外，

新瑞纳增加了多项越级配置，ESS 紧

急制动提醒系统， 能够有效引起后方

驾驶员注意，降低了发生追尾的概率；

智能钥匙一键启动， 投射式前大灯、

LED 后组合尾灯等多项亮点配置，也

给新瑞纳车主带来更强的科技感受。

最实惠新娘：瑞纳

新娘三围：长 4375mm宽 1700mm 高 1460mm 轴距 2570mm

新娘性格：

瑞奕采用与新瑞纳相

同的 1.4L 和 1.6L 发动机。 同级别车

型相比，瑞奕 1.6L在动力输出方面的

优势相当明显，充分凸显出这款车型

灵动、富有驾驶乐趣的特点。

外貌特征：

瑞奕作为北京现代

“数年磨一剑”推出的首款动感掀背

车型，以炫酷的外形、接近 A 级车的

尺寸和超越同级的综合实力闪耀登

场，为两厢车市带来更多时尚动感的

元素。 通过丰富的车身线条，营造出

独特的运动风格， 投射式前大灯，配

合前雾灯、进气格栅、前保险杠等处

的细节处理， 加上侧面上扬腰线，使

瑞奕整体呈现出时尚动感、精致又不

失硬朗大气的设计风格。

内在品质：

瑞奕内饰设计也精致

而带有鲜明的性格特征，既有运动感

十足的全黑内饰，也有独特设计的红

黑、白黑搭配的炫彩内饰，配合亮色

中控面板装饰，使整体内饰风格更年

轻、更简约。 瑞奕搭载了智能钥匙一

键启动、 大灯水平调节系统、ESS 紧

急制动提醒系统、儿童座椅接口等超

越同级的实用配置。 同时还配备了四

轮碟刹式制动器、 发动机防盗系统、

外部可变空调压缩机，为了车辆提供

了更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最时尚新娘：瑞奕

新娘三围：长 4120mm宽 1700mm高 1460mm轴距 2570mm

新娘性格：

朗动全系共搭载 1� .6L 与 1�

.8L两款发动机，功率输出在同级车型中处

领先地位。 由于采用“Nu 系列发动机 +6

速变速箱”的动力系统“黄金组合”，在保

证充沛动力的同时，着重突出节能低耗，这

也是影响消费者选购中级车的重要因素。

先进的变速箱和经过优化设计的发动机，

加上全系标配的 ECO 主动式经济驾驶系

统， 让朗动的平均油耗较悦动的 6.5~7.5L

标准进一步降低，达到了 6.3~7.0L的水平，

带来绝佳的燃油经济性。

外貌特征：

朗动的设计沿袭了现代汽

车“流体雕塑”的设计理念，又加入了以基

于风吹过的自然现象为母体的（Wind�

Craft） 的全新设计灵感，在引擎盖线条、

流畅的上下分段式车侧腰线等动感时尚的

元素的加入，飘逸灵动，令人惊艳。 用“刚

柔并济”这个词其实刚好可以恰当地形容

朗动的外观，“刚”可见在充满力量感的发

动机盖和层次分明的车轮辋造型；“柔”则

可见流畅的车身线条。 车身两侧延伸到几

近前轮心位置的大灯如高山流水， 鲜亮的

镀铬条点缀中网， 一切搭配都让朗动的前

脸恰到好处的舒服。现代“流体雕塑”设计

的重要元素之一就是都拥有一条惊艳的腰

线，朗动当然也不例外，流线型的腰线贯穿

整个车身，让车尾的设计与前脸遥相辉映。

其中尾灯不仅占据了车尾的很大篇幅，而

且同样向侧面延伸，与前灯交相呼应。整个

车身流线的运用恰到好处，时尚感凸显。

内在品质：

在配置上，朗动也超越同级

别车型。 不仅独有驾驶席通风、加热座椅、

风挡自动除雾等高端配置， 还在同级车中

首次配备了后排空调出风口、 防炫目后视

镜等， 前后泊车辅助雷达、IPOD 接口、集

成控制方向盘等科技配置， 使得朗动在便

捷性、舒适度与豪华感方面，都接近了中高

级车水平。 在安全性方面也达到了同级的

领先水平，装配了六安全气囊，配备了前后

驻车雷达、ESS 紧急制动提醒系统，以及同

级别车型中罕见的胎压监测和 VSM 车身

稳定控制等安全配置。

北京现代成都华星卓越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4722633

娘家地址：成都市成华区龙潭工业园成致路

36

号（近龙潭水乡）

最性感新娘：朗动

新娘三围：长 4570mm宽 1775mm高 1445mm轴距 2700mm

新娘性格：

2014 款第八代索纳塔搭载

了 2.0L和 2.4L这两款自然吸气发动机，并

与 6速自动变速器相匹配。 其中 2.0L发动

机能提供最大 119Kw 的动力输出， 以及

194N·m的最大扭矩。 而 2.4L发动机则分

别拥有最大 132Kw 的动力输出和 231N.m

的扭矩， 更有主动式 ECO 经济驾驶模式

助驾驶者全程掌控，出众的驾控表现，成就

驾驶者激情澎湃的最终欲望。

外貌特征：

2014 款第八代索纳塔对外

观配置价格等都进行了调整，总体上“更

时尚更豪华更亲民”。 第八代索纳塔采用

的“流体雕塑”风格外观动感时尚，同时又

不失大气，依然保持整车流畅舒展的造型，

同时着重在细节上进行了完善。比如，车头

中网的黑色磨砂涂层变为高亮风格； 轮毂

采用了造型更加时尚动感的全新样式；进

一步扩大了镀铬双尾排的配置车型范围；

内饰中原有的木纹装饰改变为钢琴漆风格

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2.0GLX与 2.0DLXG

两款车增加了镀铬双排气管，更显气派。从

实车效果来看， 这些看起来很小的细节变

化，却是能让整车更显时尚的点睛之笔。

内在品质：

第八代索纳塔能有如今的

“江湖地位”，配置丰富绝对是“杀手锏”

之一。 而且很多配置都是同级独有或者是

越级配备。像三片式全景天窗、智能迎宾系

统、“十项全能”座椅等等，深受广大用户

青睐。 在如此丰富配置的基础上，2014 款

第八代索纳塔进一步提升车型的配置水

平。 比如，在 2.0L 最低配车型上增加了电

动天窗，同时还提供全景天窗的选装包，实

现了全系车型标配天窗（高配车型为全景

天窗）；2.0L 豪华版的轮胎规格升级为

225/45� R18，并增加了定速巡航；在 2.4L

高配车型上标配了定速巡航与 Bluelink 车

载信息服务系统， 这些配置的出现让整车

豪华感立升。

北京现代成都明嘉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7501616

娘家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蜀西路

167

号（近中海国际社区）

最靓丽新娘：2014 款第八代索纳塔

新娘三围：长 4820mm宽 1835mm高 1475mm轴距 2795mm

新娘性格：

ix35 配备的全新 "Nu" 发

动机，2.0L 排量即可达到 120Kw 的功率，

动力在同排量车型中堪称最强。通过试驾

就能感受到 ix35 提速畅快，换挡平顺，线

性十足， 而且配备有 6 档手自一体变速

器，具有相当的优势。

外貌特征：

外形的成功与否，在某种

程度上是影响一辆车是否成功的重要指

标。 ix35 通过流体雕塑的设计语言，用丰

富的线条，将动感、灵巧、力量结合在一

起，突破性的外形设计，给以稳重、中庸为

主的 SUV形象注入了难得一见的韵味。

内在品质：

在内饰和配置上，ix35 同

样将时尚元素体现的淋漓尽致，“x”型的

中控台简洁明朗，做工细腻，加上仿金属

材料和局部双色搭配装饰， 显得独具匠

心。 ix35还配备了很多科技感十足的高档

配置，比如智能钥匙 & 一键启动系统、全

景天窗、带倒车影像的后视镜、iPod/USB

接口等等，此外，更多实用、舒适性配置如

DVD 导航、7 扬声器音响系统、并线快闪

灯、 集成 LED 转向灯后视镜、 自动前大

灯、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行车电脑等

等也一应俱全。 ix35车身高强度钢材比例

达 70%，超高强度钢材的比例达 20%。 此

外，ix35 全系标配 ABS、EBD、前排双安全

气囊、车身稳定系统和上下坡辅助控制等

安全配置，在部分高端车型还配备了安全

气帘、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等安全配置，大

大提高了车辆行驶中的安全性能，丰富的

安全配置在同级别车型中处于领先地位，

倍受追求时尚的年轻消费群体的青睐。

北京现代成都港宏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5146600

娘家地址：成都市火车南站西路

1679

号（近石羊场客运站）

最野蛮新娘：ix35

新娘三围：长 4420mm宽 1820mm高 1660mm轴距 2640mm

新娘性格：

新途胜继续沿用久经市场

考验的动力搭配。 采用 CVVT技术的 2.0

升β-DOHC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为

104KW，峰值扭矩为 184Nm，搭配 5MT

或 4AT 变速箱， 既确保新途胜的动力充

足， 又很好的继承了老款车型可靠耐用、

使用维护成本低的特点。

外貌特征：

新途胜承袭现代家族“流

畅、都市感”的设计风格，对车体前脸、侧

身及尾部都进行了全新设计，整体焕发时

尚质感。 新途胜将前格栅改为“大嘴式”

造型， 镀铬装饰条配合蜂巢组合形状格

栅，与梯形保险杠上下呼应；全新设计的

投射式前大灯配合肌肉线条造型更加明

显的前机舱盖， 整体散发出 SUV 车型的

雄厚霸气；从侧面看，新途胜整车长度增

加 20mm，更显大气，运动型轮毂配合与

车身一体化的车侧防护裙边和侧窗装饰，

运动时尚感倍增；车尾部的后牌照架增加

了镂空装饰条，与设计感更强的后尾灯构

成了一个更活泼的尾部造型，凸凹设计的

后保险杠与隐藏式后排气管紧随当下设

计潮流，更具高级感。

内在品质：

新途胜“大处着眼，小处入

手”， 配有前大灯水平调节与投射式前大

灯，增强照明能力；钥匙孔照明、折叠钥

匙 、 便携式烟灰缸让驾乘更便利 ；

AUX/USB 接口、方向盘音响调节与当下

中高级车科技配置接轨， 增强使用品质；

双排气尾管表明着新途胜“多功能高品质

SUV”身份。 安全配置上，ABS+EBD、BAS

（辅助制动系统）、TCS （循迹控制系

统）、6 安全气囊等主被动安全装备一应

俱全；还有双天窗、全自动空调、倒车雷

达、带MP3功能的 CD、手机免提系统、顶

置行李架等多项舒适便利性配置至今仍

在同类车型中保持领先。 更值得一提的，

针对 SUV 车型普遍为人诟病的噪音偏大

问题， 途胜的降噪隔音的处理非常到位，

路噪、胎噪、发动机声音等外界音源丝毫

不能影响车内的静谧空间。

成都商报记者 夏厦

北京现代双流泽通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5858555

娘家地址：成都市双流县西航港工业集中发展区空港四路

1609

号

最婉顺新娘：新途胜

新娘三围：长 4345mm宽 1795mm高 1680mm轴距 2630mm

新娘性格：

MISTRA名图搭载 1.8L 和

2.0L� Nu发动机， 该发动机是现代汽车在

动力总成方面的最新研发成果，在 ix35、朗

动等车型上采用，得到了良好的市场反馈。

随着消费者购车有了一步到位的消费趋

势，1.8L 车型优势越加明显。 名图 18.L 车

型在油耗、 后期保养费用等方面接近于

1.6L车型。 名图在各方面的均衡表现令其

逐步脱颖而出，成为消费人群理性的选择。

外貌特征：

MISTRA 名图设计上以现

代汽车最新的“Storm� Edge”（风暴前沿）

理念贯穿，融入现代汽车集团首席设计总

监、 世界著名设计师彼得·希瑞尔的全新

设计理念，以简约的外形轮廓、节制有度

的动感线条， 配合精致高档的细节处理，

打造出知性而不乏时尚，简约而不失灵动

的外形风格。 其前脸采用超大镀铬进气格

栅，大嘴造型颇具家族特色；鹰眼氙气大

灯搭配造型独特的 LED 日间行车灯和保

险杠，将安全感和运动感合二为一。 车尾

的运动型双排气管设计暗示着，名图大气

稳重的外观下，隐藏着一颗充满力量的心

脏。 值得一提的是，MISTRA 名图还配备

了全景天窗，这项技术含量和成本都很高

的配置， 使车内乘坐人员视野更加开阔，

带来超越同级的更舒适驾乘感受。

内在品质：

舒适简约是 MISTRA 名图

的内饰设计风格。 车内横向设计的中控

台，体现大气的同时又不失张力；车门内

饰板简约而稳重的布局， 展现了低调、内

敛的精致； 控制台与扶手的一体化设计，

带来了科技动感的感受。

MISTRA 名图延续了北京现代一贯

的高配置特点，装备了电动助力柔性转向

系统、Blue� Link 车载远程通信系统、ESP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ESS 紧急刹车提醒系

统、智能钥匙一键启动、驾驶席座椅加热

通风记忆功能等领先同级的配置，专门针

对消费者的喜好， 配备了双区自动空调、

倒车影像、定速巡航、多功能方向盘、座椅

/ 外后视镜记忆功能等多项舒适与豪华性

配置。

北京现代成都鑫蓝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7380011

娘家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中路

58

号（近金沙医院）

最知性新娘：名图

新娘三围：长 4710mm宽 1820mm高 14670mm轴距 2770mm

新娘性格：

全新胜达是北京现代运用“T”动力的首

款车型， 搭载的 θ-II� 2.4L� GDI 发动机和 θ-II� 2.0T�

GDI 增压发动机，并运用先进的缸内直喷技术，有效保

证了车辆动力操控的强劲和高效， 并改善排放。 2.4L�

GDI 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 139Kw， 最大扭矩 240Nm，

2.0T� GDI 增压发动机由于运用了涡轮增压技术， 更是

可以在 6000rmp 即拥有 180� Kw 的最大功率， 以及在

1750～4000rmp 区间，得到 350Nm 的最大扭矩，与同级

别车型相比全面占优。 全新胜达采用智能四驱系统，根

据路面情况由电子控制自动感应适时切换驱动方式，让

你享受平稳顺畅行驶的同时，还可体会越野路况的狂野

不羁。 同时，6速手自一体变速器，换挡轻松顺畅。

外貌特征：

全新胜达采用从大自然中获得灵感的

"Storm� Edge"（风暴前沿）设计理念，从风暴卷起直至停

息的运动中， 提炼出大自然强韧与细腻的神奇碰撞，以

充满力量感的线条为基调，融合温柔细腻的细节设计与

用户体验，外观呈现“强劲硬朗”的风格。 家族风格前

脸，配合六边形前格栅设计，外形大气且极具冲击力，车

身强劲饱满、车侧动感流畅，更使运动魅力倍增。 方形镀

铬双排气管彰显强劲， 方形管口与整车线条互相呼应；

18 英寸运动型五幅花瓣式轮毂， 与全尺寸车身相得益

彰；造型独特的方形大灯、时尚尾翼附带高位刹车灯、侧

窗环绕镀铬等都凸显全车的立体感。 双炮筒式设计的仪

表盘是最大亮点，采用 4.2 寸彩色 TFT� LCD 显示屏，保

证在第一时间呈现出车辆信息及安全隐患。 中控台设计

有如雄鹰展翅，不仅有力度，且空间感十足，同时满足了

豪华 SUV的各种操控需要。三幅式设计的方向盘也极大

的凸显了内部空间的科技感。 全新胜达配备了有氧真皮

座椅，通风透气、全向电调、加热记忆、雨量感应、自动除

雾、智能迎宾系统、自动泊车系统，凡你能想到的功能全

部都有，带来全面关怀。

在安全方面，全新胜达具备许多同级车型中的独有

配置，LDWS 车道偏离警告系统可自动检测行车轨迹，

ESS紧急刹车提醒系统可以增加刹车灯闪烁频率；TPMS

高级胎压监测拥有四轮独立监测传感器，优势明显。 同

时，VSM 车身稳定控制系统也在同级中处于领先水平，

BAS 刹车辅助系统可以协助在紧急制动时能够增加制

动力。 前排双气囊、前排侧气囊、前后贯穿一体式侧气帘

的，6安全气囊配备，使全新胜达在保障前排乘客全面保

护同时，兼顾第二排乘客安全。

全新胜达作为具有革新性质的豪华 SUV，无论是舒

适性配置，还是便利性配置，都在融入了大量高科技的

基础上，保证了超越同级的豪华体验，让驾驶者充分享

受驾驶乐趣，同时体验到有如贵宾的尊贵感受。

北京现代成都申蓉裕丰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5369888

娘家地址：成都市武侯区武侯大道武兴路

110

号（三环武侯立交出城方向

2

公里处）

最豪迈新娘：全新胜达

新娘三围：长 4725mm宽 1880mm高 1686mm轴距 2700mm

新娘性格 ：

1.6L 是车市场的主流排

量，家用来说动力足够用了，燃油也相对经

济，是三口之家购车时的首选排量。新悦动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达到了 90.4Kw，最大扭

矩为 155N.m， 并且还有动力更强劲的

1.8L车型可供选择。

外貌特征：

新悦动前脸设计带来全新

视觉冲击，大棱角立体式前大灯、大气的前

散热格栅、强劲的发动机舱盖特征线，完美

融为一体。 车身侧面的波浪形腰线，流畅、

细长充分展现出新悦动的灵动特性， 也是

显著的外观特点之一， 增强了侧面车身高

雅大气的视觉感受， 也使其能跟同级别其

他车型明显地区分开来。加之比例均匀、高

位设计的车门与向上倾斜的水滴状侧窗线

条相互映衬，更增加了侧车身的吸引力。新

悦动的尾部曲线造型丰满富有张力，C 柱

与后备箱过渡自然， 也采用了不规则的尾

灯，并且在车身的前脸、侧面、尾部都大量

采用了当前流行的镀铬装饰， LED 侧转

向灯巧妙的融入外后视镜， 与车身流畅的

线条完美结合，彰显运动、科技、高档的设

计风格。

内在品质：

新悦动内饰设计采用上深

下浅的双色风格，增加了前排座侧气囊，而

智能钥匙、超级仪表盘、导航仪、USB 接口

等配置也为车主提供便利性。 现在一键式

启动系统已经很流行了， 北京现代新悦动

当然不能少了该项配置， 在高配车型中装

备了大尺寸液晶屏。此外，中控台和车门内

饰使用了较为柔软的材质， 更显品位和档

次，比较受消费者喜爱。

北京现代成都建国万吉特约店特别推荐：

红娘热线：

028-85077669

娘家地址：成都市武侯区长益路

7

号（近丽都花园）

最可靠新娘：新悦动

新娘三围：长 4543mm宽 1777mm高 1490mm轴距 2650mm

爱你没商量

一“8”不可收拾 北京现代“价”给你

欢迎莅临成都国际车展 3 号馆北京现代展台

北京现代成都国际车展

全系车型促销信息

制图 帅灵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