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肯 MKZ

促销优惠一万元
南阳林肯 MKZ 现车销售，颜色齐全。 目

前，购林肯 MKZ 可享全国团购优惠价。
1.林肯“红地毯弹性购车计划”，首付低至

20%，本月购林肯 MKZ 享 2 年 0 利息，分期最
长延期至 5 年。

2. 任意品牌车型置换林肯 MKZ 赠送
20000 元林肯原厂精品大礼及林肯 MKZ 专项
补贴金。

3.到店时联系首席顾问，凭汽车之家短信
享专项豪礼。

4.介绍朋友购买林肯 MKZ 成功，送 1000
元油卡及 1000 元代金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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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ep 指南者 VS 本田 CR-V

各有所长 任你选择
大多消费者在选择同

级别车型时总会有不同程
度的矛盾， 看好配置还是
空间? 追求动力还是强调
实用……如果你正在选购
SUV， 就会发现 Jeep 指南
者和本田全新 CR-V 就有
这样的关系。

今天， 我们用 Jeep 指
南者自动臻享版和本田
CR-V 两驱舒适版作一个
对比。

当两车停在一起时，
明显能够感觉到画风不
同。 如果两辆车你都是第
一次见， 那么你可能会先
把目光聚焦在指南者上，
鲜艳的红色车漆、 小一号

“大切”的外观为其增色不
少，相比 CR-V，指南者更
年轻、时尚。

本田新一代车型的设
计也越来越激进，像思域以
及刚发布不久的新一代雅
阁，相比它们的前辈都要显
得年轻不少，但 CR-V毕竟

是款 SUV， 在它的外观方
面， 本田并没有做大刀阔
斧的改变， 以至于它给人
的感觉， 更像是上一代车
型的中期改款。 虽然没有
指南者那么扎眼， 但也算
是老少咸宜， 这也正是
CR-V 这么多年都一直热
度不减的一个重要原因。

两车在灯光配置方面

拉开了差距， 指南者为氙
灯，CR-V 为卤素大灯，看
似价格有差异对比不公
平，但 CR-V 中配 21 万多
元的车型依旧是卤素大
灯，显得有些吝啬。

另外， 当两车背靠背
停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发
现 ， 虽 然 同 为 紧 凑 型
SUV， 但二者的身材却有

着挺大差别， 就好像两个
人都说自己一米八几的个
子， 但一个是1.81 米，另
一个却是 1.89 米，CR-V
显然就是那个1.89 米的，
它整体要比指南者大了一
圈。 对于大多数中国消费
者来讲，大就是比小好，也
有很多消费者会有买大不
买小的观点。 （小宋）

南阳威佳宏昌

五重惊喜等你来
东风日产，约会金秋，南阳威佳宏昌提前

预约到店即能感受五大惊喜。
惊喜一：提前预约到店，即送精美礼品一

份。
惊喜二 ：一张身份证，分期更简单；另有

全系 2 年 0 利息。
惊喜三： 多重金融方案供您选择，1 年免

息首付 30%起，2 年免息 7 万贷，3 年低息 9
万贷等，让你轻松把车开回家。

惊喜四：全系皆参与置换，最高可享 8000
元补贴，轩逸、蓝鸟置换最高可享 2000 元补
贴；额外还可劲享千元置换评估礼。

惊喜五： 介绍成功购车即送 300 会员积
分，尊享会员专项服务和消费抵现。

东风标致 5008

购买尊享三重礼
东风标致 4S 店， 进店购置 5008 可享三

重礼遇。
礼遇一：可享 10000 元购置税补贴。
礼遇二：首付 50%，即可享受 3 年 0 息（豪

华版与豪华 GT 版车型专享）；首付 50%，即可
享受 2 年 0 息（精英版车型专享）；更有 2 年、3
年、4年、5年低息产品可选。

礼遇三：本品牌车型置换补贴 14000 元，
其他品牌置换补贴 8000 元。

尊享礼遇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可叠加
享受。

注： 以上三重礼遇仅限 7 座车型，5 座车
型不享受。

2017 全新一代君威商场巡展（南阳站）落幕

“一路潮前” 引领潮流
10 月 7 日、8 日，全新

一代别克君威全国商场巡
展南阳站圆满结束。 此次
巡展活动，不仅为“金九银
十”的车市带来了活力，也
为购车者带来众多超乎想
象的实惠。

国庆长假期间， 本届
汽车巡展在之前的优惠基
础上， 还对参展的全新一
代君威和君越推出了更多
的优惠。

当日，活动刚开始，一
辆全新一代君威 GS 进入
主舞台前的活动区域，矫
捷、 亮丽的身影立刻吸引
了众人的目光。说到君威，
就绕不开“颜值”，全新一
代君威以超高“颜值”再次
颠覆主流中高级轿车的审
美标准。流线型的设计，更
长、 更宽、 重心更低的车
身， 完美结合了轿跑的纤
巧灵动和高级轿车的稳健
姿态，深受购车者的喜爱。

开幕式上， 商家进行
了车型推介、主持互动、热
舞表演等一系列精彩活

动，吸引大批观众围观，更
有销售顾问为大家进行专
业的车型讲解。

销售顾问介 绍 ， 全
新一代君威代表着上汽
通用别克品牌最先进的
造车技术， 车型采用荣
膺沃德十佳发动机称号
的 2.0 TSIDI 直喷涡轮增
压发动机，并且首次与 9
速 HYDRA -MATIC 智能
变速箱搭档， 带来了绝对
实力派的尖端动力，专为有
活力、有态度、有个性的年
轻人打造。全新一代君威搭
载智能互联系统， 可将智
能手机与车辆完美链接，
可解锁更多简单快捷有趣
的功能， 将人工智能概念
融入车辆的体验中，给驾车
者带来最全面、丰富的车载
娱乐体验。

活动现场， 商家介绍
和展示了全新一代君威，
并提供了各配置单页，供
大家更进一步了解产品。
同时， 商家在微信平台上
开设了互动游戏， 微信摇

一摇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赢
得别克为大家准备的精美
礼品， 观众们纷纷拿出手
机参与其中。

商家介绍，2008 年，老
款君威上市时堪称惊艳、别
具一格的“颜值”直到今天
依然不过时，而全新一代君
威在保持风格不变的基础
上，融入了更前卫的家族设
计语言。 前脸不仅装备了优
雅的主动进气格栅，还在大
灯组的设计上下足了功夫。
全新一代君威配置 Matrix
矩阵式全 LED 大灯，与前
置摄像头结合， 可实现 8
种智能照明模式。 它的前
灯像极了蜘蛛侠的眼睛，
充满神秘而富有能量。 不
相信？ 那就赶快前往展厅
一睹为快， 近距离感受它
的潮流风范吧。

全新一代君威推出 3
款车型 1.5T、2.0T 和 30H
全混动。 值得一提的 1.5T
和 2.0T 车型都搭载了 9
速 变 速 箱 ， 全 称 9 速
HYDRA-MATIC 智能变速

箱，齿比更加细腻，换挡时
更加顺畅， 几乎感觉不到
明显的顿挫感。 如此强悍
的动力组合， 谁还能抵抗
它的威力。

仲景北路·万通别克
销售热线：
0377-60226666
售后热线：
0377-60225555
地址： 南阳市仲景北

路与信臣路交叉口向北 1
公里路东

信臣路·威佳别克
销售热线：
0377-60668888
售后热线：
0377-60667777
地址： 南阳市信臣路

南阳大桥西 900 米路南
南阳正开源别克 4S店
销售热线：
0377-67062888
售后热线：
0377-66037999
地址： 南阳市北京路

与麒麟路交叉口南 200 米
（李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