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星汽车杯“德·行”有奖征文

我是一名已经退休的老同志，闲暇时

光帮着带带外甥女，看看电视、读读报，日

子过得平淡而平静，近日读报时看到《生

活日报》有一个明星汽车杯“德、行”有奖

征文活动，想着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开车，

我这个出行基本靠自行车和公交车的老

者也想谈一谈自己在路上的见闻，更确切

地说是一个乘车人对驾驶人的希望。

驾驶人怎样开车有法律的明确规定，

遵守法律、文明驾驶是每一个驾驶人的义

务和责任，说到底，文明驾驶需要驾驶人

在法律的约束下，以德行车，手握方向盘，

脚踏油门刹车时，多一份社会责任与公

德，多一点换位思考与意识。

孩子开车打电话时，我会及时提醒劝

告；下雨路面积水时，看到路边有行人，我

会提醒孩子慢一点；通过路口行人过街

时，我也会提醒孩子停一下车，因为对于

这一切我有着深切的体会，每回骑着自行

车，会被身后突然响起的汽车喇叭声吓一

哆嗦，赶紧摇摇晃晃地避让到路面的最边

沿，看着汽车扬长而去。过路口我从不敢

骑行，推着车也是提心吊胆，常常会被右

转弯，不避让行人的汽车挡到下一个绿灯

时方才通过路口，无奈、无助加无语！

我不会开车，对于驾驶人开车时的心

理状态不甚了解，但从电视报纸上时常看

到诸如“路怒症”、“斗气车”之类的专业表

述，迷迷糊糊、似懂非懂，不过我常想：是

不是驾驶人只要手握方向盘时心理状态

就会发生变化啊？！我也从自己孩子开车

与不开车时的情绪变化中有所感悟。所

以，从曾经的血气方刚，经历岁月沧桑到

如今的淡定稳重，我想告诫手握方向盘的

年经人，平和的驾驶心态来自于良好的自

身修养，来自于日常生活中不间断的培养

锤炼。

孩子！让一让我们这些步履维艰的老

人吧，平安才是离家最近的路。文明在你

我的心间，文明在你的手上掌控，文明在

行车的日常细节里。 (刘和平)

一个老者对“德、行”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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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家轿福瑞迪来送礼了！随着国家开始对购
买1 . 6L及以下排量乘用车实施车辆购置税减半优
惠，新福瑞迪超值性价比更胜一筹。与此同时，东风
悦达起亚还特别对新福瑞迪推出12期"0利息0手续
费"的加码特惠！新锐动感的新福瑞迪外形，圆润线
条和刚直轮廓兼而有之。动力方面，新福瑞迪采用
1 . 6L伽马发动机，具有CVVT即连续可变气门正时
技术，最大功率为123ps/6300rpm，最大扭矩155Nm/
4200rpm(2 . 0L发动机最大功率更为156马力/
6300rpm，最大扭矩194Nm/4200rpm)，配备5速手动或
4速自动变速箱，领先同侪。福瑞迪百公里6 .3升的油
耗、eco节能驾驶提醒确保了优秀的燃油经济性。此
外，新福瑞迪除标配6扬声器音响外，特有AUX、
USB和iPod的数据接口。标配前排双安全气囊，选配
侧气囊、侧气帘，儿童安全门锁呵护到家，打造幸福
路上阖家安全升级版。不惧寒冷，为爱而生。福瑞迪
贴心祝福，你收到了吗？

11月

1 8 日 ，东

风雪铁龙

“T时代新

C51 . 8THP

豪擎试驾

体验会”于济南世纪园景区圆满收官。活动分

为极限山路挑战和场地试驾两个部分。途中3 . 7

公里全程山路、急弯，T时代新C51 . 8T豪擎用时

10分钟成功登顶，完美体现了T时代新C5的

1 . 8THP强劲动力、大师底盘及完美操控。T时

代新C5同时搭载了START&STOP发动机智能

启停系统，降低油耗15%。此外，T时代新C5凭借

高效智驱、动态舒适、人性化科技三大核心优

势获得广大车友的一致好评。

好礼暖心意 福瑞迪惊喜11月

雪铁龙T时代新C5

1 . 8THP豪擎试驾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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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车

国家对1 . 6升以下排量车辆购置税优

惠征收的政策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时

至年末，长安福特更同时拉开了福特翼虎

钜惠活动的序幕。即日起至2015年12月31
日，凡购买2015款福特翼虎2 . 0 GTDi车
型的消费者即可享受12期或24期“0”利率

的超值购车优惠补贴或36期低利率购车

方案。活动期间，消费者将以更低的首付

价格以及更少的月均还款额，坐拥超值的

拥车体验。长安福特矢志以更多的优惠和

更专业的服务，以满满诚意回馈消费者近

年来对福特翼虎的支持和厚爱。

此次超值优惠补贴活动惠及翼虎全

系，除了2 . 0 GTDi车型享受到的金融零

利率优惠，翼虎1 . 5GTDi车型更专享国

家购置税减半补贴政策。同时，“你为

国足加油 长安福特为你加油”的钜惠

活动持续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消费者

提车后参与抽奖即有机会获得最高价值
5000元的油卡！

如果您对福特产品想更多了解咨询，

欢迎致电预约、看车试驾，与家人朋友一

起体验福特高性能产品的进无止境与优

质的服务！愿我们一起成为有“福”之人。

购福特翼虎享金融零利率、购置税减半、油费补贴，超值优惠惊喜连连

9月29日，国务院发文明确支持新能源

和小排量汽车发展，从2015年10月1日到

2016年12月31日，对购买1 . 6升及以下排量

乘用车实施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

策。传祺GS4\GA3S\GA6系列车型均在此

列，购车立省3000-5000元。

对坚持正向研发的广汽传祺而言，既有

源自广汽生产方式和世界级供应体系的高

品质，同时在发动机等核心技术上已经直逼

合资，加上此次车辆购置税的优惠政策，将

进一步助推传祺销量和品牌的跃升。

买车省税 传祺GS4立减4000元起

在车市遇冷的形势下，迈入2 . 0时代的

广汽传祺凭借超强的产品力逆市热销，8月
销量超1 . 6万同比劲增120%，初步统计9月销

量突破2 . 1万辆，成为车市强心剂。

广汽传祺明星车型GS4上市以来实现跨

越式增长，7月超1 . 2万辆杀入全国SUV销量

三甲，8、9两月环比更是大幅增长，9月预计

突破1 . 8万辆。传祺GS4拥有世界先进动力总

成、同级最优设计与最大空间，国际品质和

豪华配置，性价比远超合资。近期传祺GS4还
荣获了2015中国汽车造型设计产业大奖“金

圆点奖”，其高颜值、高品质获得汽车权威专

家的认可，是中国品牌国际品质的代表力

作，传祺GS4的持续热销和供不应求就是最

好的印证。

既有对抗合资的超强产品力，又能享受

国家政策红利，对于不断推出节能环保涡轮

增压发动机的广汽传祺而言，买车省税用车

省油的优势更加凸显。以指导价格为13 . 68
万的传祺GS4 200T G-DCT手自一体豪华

版为例，原购置税为11692元，如今可以省下
5846元！给消费者带来了重大利好，相信这

一利好还会助推传祺GS4持续快速增长。

用车省钱 传祺GS4同级最低油耗6 . 3L

纵观全国热销SUV，与同在SUV前三甲的

途观相比，传祺GS4起步价仅为9 .98万，从售价

上就便宜十万以上，而且全系享受购置税减

半，但是途观主销的1 .8T车型不能享受购置税

减半毫，无优惠所言。在油耗上，传祺的200T发
动机搭载7速G-DCT双离合变速箱，动力远超

2 . 0L自然吸气发动机，百公里综合油耗仅6 . 3

升，比途观足足低2 . 3L，每年油费就能省出一

台新手机。在配置上，传祺GS4堪比30万级豪华
SUV，采用GAC五星安全车身、高强度钢比例

超过60%，全系配备博世最新ESP9 . 1与同级
SUV独有的HDC下坡辅助功能，安全性能领先

同级。此外，美国天合最先进EPS电子助力转向

系统、军用北斗GPS双模导航、智慧传祺2 . 0车
载互联系统等高端配置，比途观更胜一筹。

作为传祺2 . 0时代开拓SUV市场的重磅

力作，GS4代表着新时代中国品牌的最高原

创性与国际品质。GS4的热销也让消费者再

次认识到，中国品牌中的佼佼者已经具备与

合资一决高下的实力，购车成本低、用车更

省钱，传祺GS4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广汽传祺济南润祺店

销售热线：0531-86308276 86308277

地址：济南市二环西路68号匡山汽车大世界

东区2号

1 . 6L以下购置税减半！购传祺GS4立省4000元起

双十一狂欢节已经过去，各大电商的血拼
大战也迎来了收官，有的小伙伴满载而归，有
的小伙伴却还沉浸在“该商品已下架”的悲痛
无奈中，抱怨幸运之神为何姗姗来迟。但是，切
莫悲伤，切莫失望，广汽三菱近期推出“购车赢
豪礼，天天中大奖”活动，“超长待机”购车狂欢
季将持续到明年1月31日，大额现金福利为双
十一额外“加场”，助你岁末强势逆袭成为年度
LUCKY“小公举”！

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对广汽三菱的支
持，凡在2015年11月1日—2016年1月31日购买
广汽三菱任意车型，均可参与“购车赢豪礼，天
天中大奖”抽奖活动，广汽三菱更为广大车主
准备了200元—4999元不等的现金大礼包———
每10位购车车主中就将产生1位抽中现金大奖

的幸运儿，中奖几率秒杀各类电商抽奖活动！
活动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快捷，只要在活

动期间购车，当天进入官网活动专题页面，填
写相关购车信息并上传发票，即可获得“幸运
大转盘”抽奖机会。如果你在11月12日—2016年
1月31日期间购车，那么抽奖、兑奖日即为购
车发票显示日期当天，轻轻松松体验“当日
购，当日抽，当日中”的幸运快感。已经在11月1
日—11月11日购车的消费者，广汽三菱特别贴
心地统一安排到2015年11月11—12日进行抽
奖。除此之外，广汽三菱“礼好三周年——— 免保
险费、免购置税、免利息”优惠政策还在持续进
行中，让你的幸运更上一层楼！

“三免”优惠覆盖广汽三菱全车型所有
版本，活动将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也就是

说在12月31日前购车，你将享受两项活动的
叠加福利。以购买2 . 0L精英版新劲炫为例，
官方指导价为159,800元，在三免政策优惠下
可以为消费者省下将近2 . 5万元，如果你还
有幸抽到4999元购车大礼，相当于为你省下
3万元左右！

转眼间，又到了各大榜单、企业发布一
年一度颁奖典礼的时候，那么年度幸运“小
公举”将花落谁家呢？现在就开始“Go Go
购”吧，购车享三免，当天抽大奖，从此驾着
全新的“LUCKY CAR”豪气满满地走过红
地毯冲向领奖台！欢迎进入广汽三菱官网了
解 活 动 详 情 ，活 动 链 接 ：h t t p : / /
www.gmmc.com.cn/min is i t e/2015/11/
LuckDraw/LuckDrawPage

广汽三菱跨年钜惠，谁将荣膺年度LUCKY“小公举”？
11月，购买东风悦达起亚KX3车型即可享受24

期贷款“0利息0手续费”促销政策。同时，随着国家
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实施，KX3的1 . 6及1 . 6T车
型也将为消费者省下不少开支。独特的设计、丰富
的配置让KX3成为众多车迷讨论的焦点。HID前大
灯、离子净化器、方向盘加热、自动除雾等舒适配
置包罗万象，一键启动、7英寸导航及UVO车载信
息系统等细节也体现出了KX3的贴心智能。主动安
全系统方面，电加热/自动防眩目后视镜、VDC(车
身动态稳定控制系统)、HAC(上坡辅助系统)、DBC
(下坡辅助系统)等安全配置，让KX3在应对复杂天
气及路况时都更加自如。在2015年全国汽车行业用
户满意度测评(CACSI)中，KX3在“2015年市场关注
新车AO级SUV”一项中以81分力压竞品荣膺榜首。
这一佳绩，是KX3征战车市半年以来广受市场青睐
的最佳例证。现在KX3开启省钱模式，你还不心动？

买车不剁手 KX3开启省钱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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