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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CX-5热销
长安马自达10月销量再超1.8万辆
金秋十月，万物丰收。长安马自达
最新销量数据火热出炉，继9月销量超
1.8万辆之后，10月零售总量再次超过
1.8万辆。其中，新Mazda3 Axela昂克
赛拉（以下称新昂克赛拉）交付超1.4万
辆，第二代Mazda CX-5（以下称第二
代CX-5） 当月获取订单近7000个，随
着工厂排产计划与订单需求逐步 吻
合，用户提车等待时间将逐渐缩短。

秉承“特色精品战略”，长安马自
达将持续为国内市场提供既能为驾驶
者带来愉悦， 也能为乘坐者带来愉悦
的精品车型。践行“用户+”的经营思
维， 长安马自达还将继续为中国用户
提供卓越的拥车体验，与100万用户一
同在挑战与征服的道路上纵享激情，
成就人生新高度。

新昂克赛拉：智美伙伴 增势不减
新昂克赛拉自2月14日上市以来，
经历了新旧切换期之后， 销量迅速提
升。 自5月份月销量突破万辆以来，市
场热度一直“高烧不退”，月销量持续
创造新高。
新昂克赛拉搭载了“创驰蓝天”
1.5L、2.0L高效直喷发动机， 拥有同级
最高的13:1压缩比， 独创的4-2-1排
气系统；发动机采用“燃料精细混合多
点式6孔高压缸内直喷技术 （二级喷
射）， 燃烧状态发动机由电脑实时控
制。2.0L发动机最大功率／扭矩达到
116KW／202Nm。搭载i-Eloop制动
能量回收系统的2.0L排量车型百公里
综合工况油耗仅为6.0L。
超越同级的卓越操控性能是新昂
克赛拉斩获用户青睐的核心要素。搭
GVC加速度矢
载马自达全球首创的“
量控制系统”（以下称GVC系统），当你
转动方向盘时，GVC系统将同时智能
调节发动机扭矩输出， 优化调整四轮
压地力。通过车轮负荷的调整，使车辆
随着驾驶者的意图变化而高效平稳地
变化，增加驾驶时的接地感与安心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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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一汽丰田
威驰 FS

指导价 6.98 万元 -10.98 万元 最高可享 11000 元综合优惠
贷款两年 0 利息， 赠送 950 元交强险
威驰
指导价 6.98 万元 -11.38 万元 最高可享 13000 元综合优惠
贷款两年 0 利息， 赠送 950 元交强险
卡罗拉 指导价 10.78 万元 -15.08 万元 最高可享 16000 元综合优惠
贷款1年0利息，赠送950元交强险 赠送3年6万公里保养。
卡罗拉双擎 指导价 13.98 万元 -17.58 万元 最高可享 12000 元综合优惠
荣放
指导价 17.98-26.98 万元 最高可享 26000 元综合优惠
贷款两年 0 利息， 置换最高可享 6000 元补贴

长城哈佛
红标 H7
16.28 万元起
红标 H6Coupe
12.58 万元起
H2
8.68 万元起
H2s
8.48 万元起
H8
18.88 万元起
H7 降5000 Ｈ2降1千元 H2S降1千元 Ｈ8部分车型最高优惠 46000 元
庆哈弗百万盛典 享十亿红包 购车摇红包 最高 4999 元

东风起亚
K2
贷款包牌价
首付 3.3 万元
贷款包牌价
首付 3.5 万元
新 K2
K3
贷款包牌价
首付 4.1 万元
KX3
贷款包牌价
首付 5.2 万元
智跑
贷款包牌价
首付 6.4 万元
KX5
贷款包牌价
首付 7.1 万元
K5
贷款包牌价
首付 7.0 万元
全新 KX7 接受预订 一年保值 全系 0 利息

北京现代

级革新， 以前所未有的高质感享受唤
醒用户的感官世界。
第 二 代 CX-5 以 “ Refined
toughness—精 致 完 美 的 强 悍 感 ” 作
为设计语言， 着力打造专注于精悍且
大气的外观姿态。 全新的马自达飞翔
之翼标识突出于外， 整体如雕刻出的
深邃精悍的表情表现了车辆的运动气
质。LED的前大灯以及尾灯同时通过
均匀发光， 使前后表情充满了品质感
及强悍的表情。
“驾 乘 愉 悦 的 升 华 ” 是 第 二 代
CX-5操控性能升级革新的核心。为实
现更好的乘坐舒适性和稳定性， 第二
代CX-5同样搭载了GVC系统；全面升
级的马自达MZD CNECT 悦联系统
第二代CX-5：全能选手 唤醒感官
首次支持CarPlay&CarLife， 搭配7英
作为全新车型，第二代CX-5在观 寸悬浮式中央信息显示屏， 将为第二
感（外观）、触感（内饰）、驾感（操控）、 代CX-5用户提供便捷的联网娱乐体
安心感（安全）四大领域进行了全面升 验。

索纳塔 9 代
名图
领动
全新途胜
全新悦动

作为荣获美国“IIHS”最高安全评
级的车型，第二代CX-5搭载了马自达
“
i-ACTIVSENSE 智 能 安 全 辅 助 系
统”，包括：BSM盲点监测系统，RCTA
倒车预警系统、SCBS低速刹车辅助系
统、LDWS车道偏离警示系统、HBC自
动远光控制系统、MRCC自适应巡航
系统、FOW前方碰撞预警系统、SBS中
高速刹车辅助系统。 众多安全辅助配
置连同“创驰蓝天”高强度车身一起，
为每一位驾乘者保驾护航。
抚顺广联达鸿翔马自达店
马自达品牌抚顺区域独家代理，
现在购车可享0首付， 最高24期免息，
广联达集团专业试驾体验中心， 到店
试驾即有精美礼品。

长安福特
福睿斯 99300 万元， 优惠 2 万元
福克斯 115800 万元， 优惠 2.2 万元
新翼虎虎跃版 199800 万元， 优惠 1.5 万元
锐界 249800 万元， 优惠 2 万元
翼搏 94800 万元， 优惠 1.5 万元

马自达
全新阿特兹 2.0 豪华优惠价格 17.88 万元
马自达 cx-4 自动活力版 15.28 万元
全新昂克赛拉自动豪华优惠价格 13.69 万元
马自达 cx-5 都市激情版 20.78 万元优惠 2.9 万元
以上所有车型， 购车送五年十桶全合成机油， 公务员专享补贴

东风标致

东洲区青年路广联达
园区
024-54567999

东风标致全新 301 质感生活 质臻登场
东风标致 308 携手李晨
实力晋级
贴心呵护
东风标致 408 全能男神
东风标致 2008 城市 SUV 领航者
东风标致 3008 高性能欧系都市 SUV
东风标致全系均享受 36 期免息贷款政策
二手车置换最高补贴 6000 元

2017年CACSI用户满意度测评结果出炉
新桑塔纳连续五年荣膺冠军
近日，2017年中国汽车用户满意
度测评（CACSI）结果公布，新桑塔纳
再次荣膺
“8-10万中型轿车”组别用户
满意度冠军。 自2012年上市以来， 新
桑塔纳已连续五年获得这一殊荣。
中国汽车用户满意度测评
（CACSI） 由中国质量协会、 全国用
户委员会主办， 自2002年发布以来凭
借其科学性和权威性， 已成为判断汽
车质量的重要参考。 本次测评结果显
示， “实用” 已成为用户购车最为看
重的品牌特征， 提及率达到50.7%。
新桑塔纳之所以能连续多年脱颖而
出， 离不开其备受好评的实用性以及
周到全面的服务。
新桑塔纳的动力、 空间、 以及多
项实用配置， 赢得了众多车主的高度
评价。 其搭载的EA211全铝环保发动
机不仅动力输出充沛强劲， 而且节
油， 新桑塔纳的90km/h等速油耗最
低仅 为 4.6L/100km， 领 先 同 级 。 此
外， 其行李厢容积达466L， 底部平
整， 进一步提高实用性。 新桑塔纳的
多功能方向盘、 Climatronic自动恒
温空调、 定速巡航、 倒车雷达等贴心
配置也进一步彰显了新桑塔纳的实用

最低价 139800 元
最低价 127800 元
最低价 107800 元
最低价 159900 元
最低价 79900 元

优势。 其搭载的6.5英寸智感多媒体娱
乐终端， 配 合 CarPlay、 MirrorLink
功能， 轻松实现人机交互。
一款备受好评的产品， 离不开品
牌服务的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
上汽大众大众品牌在本次售后服务满
意度评选中也位列榜首。 上汽大众大
众品牌遍布全国的1300多家营销服务
网点以 及 售 后 品 牌 “Techcare 匠 心
挚诚”， 为新桑塔纳车主带来便捷、
专业、 细致的服务体验。
自第一款桑塔纳车型在国内问世
以来， 如今桑塔纳品牌已收获逾530
万 车 主 的 信 赖 。 今 年 桑 塔 纳·浩 纳
2017款焕新上市， 携手Cross Santana 2017款带来多项升级， 新桑塔
纳家族的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未
来， 新桑塔纳将承载 “品质 唯真”
的品牌精神， 与另外两款车型携手继
续为车主带来满意的汽车生活。

抚顺众鑫上汽大众
热线：024—52447779
地址：抚顺市新抚区浑河
南路中段16-7号

69900 元起
92700 元起
105700 元起
83700 元起
129000 元起

上汽斯柯达
昕锐
最低 5.5 万元起
全新明锐 最低 9.5 万元起
全新速派 最低 14.98 万元起
Yeti
最低 11.38 万起
昕动
最低 6.69 万元起

一汽奔腾
全新 B50
2017 款 B30
全新 X80
奔腾 B70
奔腾 X40

81800 元起
65800 元起
99800 元起
99800 元起
66800 元起

全系优惠 6000 元
全系优惠 3000 元
全系优惠 5000 元
全系优惠 8000 元
全系无优惠 购车享受 ３ 年零利息贷款政策

广汽传祺
GS4 89800 元起
GS8 163800 元起
GA6 105800 元起
GA8 164800 元起
GA3S 70800 元起

吉利汽车
2017 款新远景 53900 元起
百万款新帝豪 69800 元起最高优惠 10000 元
帝豪 GS82800 元亨 1500 元补贴
全新金刚 39900 元无选装
远景 suv80400 元

海

马

8万级最强动力SUV
海马S5 2017款1.6L 手动经典型 指导价73800元 两年0息0手续费
海马S5 2017款1.5T 手动舒适型 指导价83800元 赠送3000大礼包
海马S5 Young2017款1.6L 手动豪华型 指导价75800元 赠送全景天窗
特价车
海马M3 2016款 1.5L 自动舒适型 指导价68800元 直降6000元
最牛网约车 海马M6 2017款 1.5T 手动豪华型 指导价82800元，优
惠3000元并送3000元礼包

北汽幻速

景逸“双T”见证风行实力
近两年SUV市场依旧是汽车市场
最为火热的细分，2017年上半年增速远
超轿车MPV等领域。而很多自主品牌都
靠着SUV，在销量上大获增长。东风风
行也早就布局SUV战场，从最初的景逸
SUV，到全新景逸X5，再到全新景逸X5
1.5T和景逸X6双剑出鞘，都在不断向上
与前进着。
前段时间，搭载“1.5T动力+CVT变
速箱”的全新景逸X5 1.5T和景逸X6携
手上市，宣告着东风风行在深耕SUV细
分市场上再次祭出杀招。 来自三菱的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其无论是在可靠
性、还是后期维护成本上都有着一定的
优势；CVT变速器在平顺性上有着天然
的优势，而且能够使发动机以更好工况
工作，提高了整车的燃油经济性，百公
里综合油耗低至7.4L。景逸“双T”车型
的推出，让东风风行的SUV双剑更加锋
利。上市20天就能斩获16000辆销量，的
确让人惊讶。
品质上面更自信
“三高三低”是硬实力
如果说双T动力让景逸SUV俩兄弟
在产品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那么在
品质上面的更自信，则让东风风行的气
场更加强大。“三高三低”是品质的具体
体现。

所谓三高，是高颜值、高品质、高可
靠；所谓三低，是低油耗、低噪音、低气
味；所谓三无忧，是买车无忧、用车无
忧、养车无忧。
三高中，高颜值不必多说，看照片，
你就能看到全新景逸X5 1.5T、景逸X6
在设计上面已经精进。而高品质、高可
靠则体现在很看不见的地方。举个简单
点例子， 东风风行在NVH方面的控制：
使用来自马牌的静音轮胎，有效降低路
面震动与胎噪；车身采用的激光拼焊技
术， 将零部件贴合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
内，降低了噪声的传递，景逸“双T”车型
的车厢静谧性达到同级别中上水平。
三低其实是对三高的进一步阐释：
低油耗，涡轮增压技术的运用，让发动
机的排量变小，CVT技术的运用， 则让
换挡变得更平顺，百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7.4L；低噪音，则是来自高水准的NVH
控制；低气味，则是全车内饰优质无毒
环保复合材料， 营造出健康的车内环
境。
以前，自主品牌与合资品牌之间存
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除了设计，就是
做工用料。 进入精品2.0时代的东风风
行，通过产品革新，“三高三低”让我们
看到，自主品牌的产品已经不输合资品
牌，甚至超越合资品牌。

车型
市场指导价
S2 创业版
51800 元
幻速 S3L 尊享型
66800 元
幻速 H2E 时尚型
43800 元
幻速 H3F 豪华型
64800 元
幻速 S5 1.3T 豪华型
72800 元
幻速 S6 领先型
96800 元
幻速 S6 尊享型 （自动挡）
116800 元
全系车 0 首付、 0 利息、 0 月供， 本月购买全系车送车损险， 部分车型送
四年或十五万公里免费保养

东风风行
2017 款
2017 款
2017 款
2017 款
2017 款

景逸 X3
全新景逸 X5
东风风行 SX6
东风风行 S500
东风风行 F600

优惠价 66900 元
优惠价 79900 元起
优惠价 78900 元起
优惠价 59900 元起
优惠价 99900 元起

赠送万元购车礼包
赠送万元购车礼包
赠送万元购车礼包
赠送万元购车礼包
赠送万元购车礼包

长安汽车
长安 CS95 中大型七座旗舰 SUV 搭载蓝鲸 2.0T 发动机， 强势来袭
车型报价： 智悦版 169800 元 智途版 179800 元 智劲版 185800 元
长安 CS35 17 款 自在智不凡 领先搭载自动泊车辅助系统， 为升级而来
车型报价： 手动豪华款 83900 元 手动尊贵款 88900 元 自动豪华款
93900 元 自动尊贵款 98900 元
长安 CS75 尚酷版 购车即享价值 5000 元安全智能环保大礼包 国际风范
流体车身 更型更酷更舒适
车型报价： 悦享型 107800 元 锋享型 116800 元 致享型 118800 元
长安 CS15 自在活动出彩 灵动自在 由我主宰
车型报价： 手动时尚型 63900 元 手动豪华型 68900 元 自动时尚型
72900 元 自动豪华型 77900 元
悦翔 V7 动感外观 独特内饰 YOUNG 就是不一样
车型报价： 手动乐尚型 62900 元 手动乐动型 66900 元 自动乐动型
76900 元 自动乐享型 80900 元

奇瑞

东本

艾瑞泽5 厂家指导价 6.89-8.29万元
现金优惠 3000元， 送3000元礼包， 贷款补贴3000元， 及发动机变速箱
超长质保10年100万公里
瑞虎7
厂家指导价 10.49-12.39万元
现金优惠3000元，送5000元礼包及发动机变速箱超长质保10年100万公里
UR-V
厂家指导价 24.68-32.98万元
思铂睿
厂家指导价 17.99-26.79万元
杰德
厂家指导价 12.99-17.99万元

(以上价格由抚顺汽车4s店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