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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 本刊记者从兰天集团东风日产河西专营店
处了解到, 为解决广大市民因酷暑带来的忧心出行问
题, 东风日产河西专营店隆情推出“一应俱免 全民盛
宴”温馨活动。炎炎夏日，东风日产带来金融优贷方案，
确实让不少车友倍感清凉。

作为东风日产旗舰车型， 新天籁一直有 “舒适之
王”的美誉。 VQ 发动机+XTRONIC CVT 无级变速
器的“铂金动力组合”、BOSE 音响、全景天窗、三维超
静音工程等诸多配置，让消费者充分感受到领先同级
的豪华舒适。同时，新天籁的主、被动安全配置，则可以
让消费者享受到全方位的安全舒适。 天籁 “云安全系
列”，通过安全舒适配置的全方位升级，再度实现舒适

价值跃升，不仅契合东风日产“人·车·生活”主张，更为
消费者带来超越期待的安心舒适价值，完美演绎了中
高级车的“舒适价值进化论”。 即日起到店购东风日产
天籁，可尊享“一秒升舱，五免换贷”优惠，至高可享“免
首付、免利息、免月供、免盗抢险、免 CARWINGS 智
行+服务费”的五免换贷优惠。 此外，即日起到店购东
风日产智傲全能 SUV 奇骏、逍客，可享“一秒升舱，三
免换贷”优惠至高可享“免首付、免月供、免利息”三免
优惠，更有 4000 元置换补贴；即日起购东风日产全优
家轿———骐达、阳光、骊威、玛驰，可享“日供 2 元，全优
家轿‘贷’回家 ”优惠。

然而， 兰天集团优秀专营店———东风日产河西专

营店带来的盛宴不止于此，兰天 11 周年庆活动将在店
内同步进行。 活动内容包括：0 阻力购阳光，免费畅享
漂流季； 阳光 0 阻力购车计划： 购阳光可享 0 抵押、0
担保、0 利息、首付 50%即可轻松拥有；购阳光继续享
国家节能环保补贴 3000 元；活动期间购阳光可免费参
加自驾游活动。 同时，“阳光生活 油你做主”节油挑战
赛现已火热开赛，报名参加即可免费参加冰爽自驾游，
还有机会赢得千元豪礼。另外，“幸福手牵手·荐面擂台
赛”也正在进行中，凡 7-8 月活动期间老客户成功推
荐新客户购车可获得俱乐部积分， 活动期间推荐购车
最多的老客户即成为擂主，擂主可获额外奖励。 （详情
可咨询活动联系人：陈欣攀 15084861417）

兰天东风日产河西店:�理想座驾轻松购
本刊记者 谭遇祥

� � � �时过年中， 回望国内上半年车
市， 各大汽车厂商虽说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 但最终并未能完全打破购
车者的心理防线。 车市能否再度苏
醒？业内人士分析，经过长时间的市
场冷淡， 国内车市有望在下半年有
所反弹， 毕竟刚性需求特征反映明
显。

刚性需求强， 实际成交少暗示
一种信号：购车者仍在持币观望，寻
找最佳下手时机。不可否认，购车性
质类似投资， 精明的消费者会先锁
定品牌与车型， 在最恰当的时机用
相对更少的价格入手。 如何判断车
价是否已近至“冰点”则成为购车族
中常议话题。

“厂商联合让利，将实惠沸腾”
道出广大购车族的心声。 在近期国
内各大汽车品牌车型让利排行榜
中， 源自法国的整车进口品牌雷诺
旗下科雷傲车型让人眼前一亮，厂
商让利幅度空前巨大。在湖南，雷诺
（中国） 与湖南逐鹿雷诺 4s 店的默
契程度不断攀升， 双双将科雷傲的
附加值推向巅峰。

近日， 本刊记者从位于长沙市
河西猴子石大桥南端的湖南逐鹿雷
诺 4s 店了解到，即日起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科雷傲车型全系尊享 4 万
元巨惠礼包， 其中包括 1 万元的新
车全险、价值 1.8 万元的“诺相随 ”
TOE 服务增值礼包以及 1.2 万元的
精品礼包；另外，在原有 4 万元的优
惠基础上，湖南逐鹿雷诺 4s 店还将
在活动时间内加赠厚重的 “到店礼
包”，同时团购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
中，详情请致电或到店咨询。

“驾宝马，坐奔驰，买雷诺。 ”近
年来，雷诺品牌以其悠久的历史、顶
尖的科技、 欧洲同步的价格优势在
国内进口车市中脱颖而出， 成功塑
造“黑马”形象。 作为雷诺（中国）的
主打车型， 科雷傲自国内上市以来
便有不俗表现。

有人认为， 科雷傲的热卖一方

面是得益于国内 SUV 的整体热卖，
另一方面是取决于其自身超高的性
价比。一台纯进口的、有着一百多年
品牌历史的 2.5L 排量 SUV，全系标
配了全景天窗、定速巡航、泊车辅助
以及蓝牙和自动空调等， 最重要的
是入门级车型的身价仅有 22.98 万
元， 这无疑对消费者有着很强的吸
引力。 以至于虽然 2012 款科雷傲外
观大变， 但是根本不需要消费者审
美的适应期便接着热卖。 抛开车辆
本身，雷诺自 2009 年在中国全面启
动了“诺相随”全方位客户体验服务
品牌，内容包括 3 年或 10 万公里保
修 、3 年或 6 万公里免费保养等十
三项优质服务， 必将更能让消费者
感到物超所值。 而湖南逐鹿雷诺 4s
店“爱诺汇”会员俱乐部现已正式成
立，一系列的超规格让利幅度、超值
服务、特色活动精彩绝伦，可见湖南
消费者将更加受益匪浅。 （王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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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继丰田中国今年 3 月隆重推出 “云动计
划”之后，广汽丰田旋即迈出实质性和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一步。 5 月 21 日，全新第七代凯美
瑞的压轴大作油电混合双擎动力“凯美瑞·尊
瑞” 在广州隆重发布，2.5HG 豪华版价格为
25.98 万元，2.5HV 至尊版价格为 28.98 万元，
2.5HQ 旗舰版价格为 32.98 万元。 近日，该车
型在湖南永通广汽丰田华运丰四方店举办了
该车型的湖南上市会。

据了解，凯美瑞·尊瑞与同排量同级别汽
油版凯美瑞的价差仅有 3.5 万元左右。 此外，
尊瑞的价格比老款凯美瑞混合动力版降低 6
万元左右， 加上全新换代后实现的技术和品
质的全面提升， 实际价差高达 10 万元以上。
凭借丰田独步全球的油电混合双擎动力技
术，凯美瑞·尊瑞实现了强劲动力、超低油耗、
极度静谧和极低尾气排放， 铸就无与伦比的
产品力。 凭借产品价格和产品价值的完美匹
配，凯美瑞·尊瑞必将掀起新能源车的普及风
暴，引领豪华环保用车潮流。

物超所值 亲民价格的背后
凯美瑞·尊瑞以极具震撼力的价格， 强势

重构了新能源车的价值体系。 对于期盼已久的
消费者来说，该价格令混合动力车型的形象从
原本的高高在上骤然变得亲民起来。 的确，凯
美瑞·尊瑞这一颠覆性的定价策略极具勇气，
堪称汽车市场上的价格先锋，其售价只比同排
量汽油版凯美瑞高出 3.5 万元， 但带给消费者
的体验和价值却远超这一价格本身。
买一送三 首次定义“新概念豪华轿车”

凯美瑞·尊瑞不仅实现了不可思议的极
低油耗，更带来强劲动力、极度静谧和极低尾
气排放三大极高附加值，相当于“买一送三”，
以更高科技、 更加豪华的产品价值实现了四
大突破，概括起来是四个字：劲（强劲动力），
低（更低油耗），静（非凡静谧），净(洁净排放)，
达到甚至超越了豪华车主要性能指标， 首次
定义“新概念豪华轿车”。

凯美瑞·尊瑞不仅是先进科技的集大成

者，而且以顶级配备媲美豪华车。
“双擎”科技旗舰 领跑新能源车时代

凯美瑞·尊瑞采用的新一代油电混合
“双擎”动力属于完全混合动力技术，是兼顾
传统与未来于一身的技术， 是真正能够将中
国社会的节能减排目标落到实处的技术。 先
进的技术、卓越的产品力和亲民的售价，使得
凯美瑞·尊瑞成为中国新能源车发展最为成
熟和理性的务实之选， 必将引领新能源车发
展， 广汽丰田也势必将以此为契机成为国内
新能源汽车的领跑者。

业内人士认为， 凯美瑞·尊瑞的正式推

出，也将与凯美瑞、凯美瑞·骏瑞、凯美瑞·经典
三大车系形成错落有致的产品梯队，不仅实现
了对中高级车细分市场的精准定位，更全面覆
盖了国内最具购买力的消费者市场。 如今，全
新第七代凯美瑞的体系竞争力初现峥嵘，而凯
美瑞·尊瑞的未来更是充满无限空间。

(谭遇祥)

� � � � �今年 7 月， 年仅 42 岁的尹建辉经湘
雅医院诊断为肺癌， 这场病不仅带走了他
的健康， 也使他本不富裕的家庭顿时陷入
了困境。 据知情人介绍，尹建辉是鸿基出租
有限公司湘 AT9308 车副班驾驶员，他上有
年迈多病的老父亲，双目失明的母亲，下有
妻儿， 家里所有的生活来源及经济支出全
靠他跑出租来承担。 现他家里的顶梁柱倒
塌了，这个不堪重负的家庭，如今更是雪上
加霜。

鸿基公司了解到尹建辉的情况后，立
即发出募捐倡议，发动 1000 多名驾驶员乃
至全市客运行业的驾驶员伸出援助之手，
献出爱心，帮助他度过难关、战胜病魔。 有
的驾驶员一次就捐款 2000 元。 目前，该公
司第一批救助款及员工的募捐款已送到尹
建辉同志手中，为其解决燃眉之急。 后续募
捐工作将持续进行。 （徐萌）

情系驾驶员
鸿基公司爱心大救助

亲民售价震撼车市
豪华混合动力车有望“飞入寻常百姓家”

凯美瑞·尊瑞湖南上市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