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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翻滚试验
全新哈弗 H6 挑战成功

10 月 13 日， 中国品牌 SUV 首次公开最
严翻滚试验在天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实
车碰撞试验室进行。 哈弗品牌战略级 SUV 全
新哈弗 H6 挑战成功， 成功满足所有测试指
标， 不仅印证了哈弗品牌作为 SUV 领导者在
制造最安全 SUV 方面的实力， 也展示了中国
品牌在汽车安全方面的长足进步。

“买哈弗， 就是买更安全的 SUV”， 这是近
400万顾客选择哈弗的重要原因， 也是哈弗品
牌核心价值的体现。哈弗始终以“安全”为己任，
致力于追求更极致的 SUV 安全性，此次挑战最
严翻滚试验就是哈弗品牌安全战略的体现。

地址 ： 信臣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西 400
路北

销售热线：61566668 （小哈）

猎豹 CS 家族

巨惠豪礼 多重惊喜
不管你是想买一辆实

用 SUV 带着家人出去旅
游， 还是想买一辆酷炫
SUV 跟小伙伴去 happy，
猎豹 CS 家族都能满足你。

猎豹 Q6 不是我们常
说的 SUV， 而是正儿八经
的越野车，也就是 ORV，专
为越野而设计的汽车。 不
同于现在的“小鲜肉”，猎
豹 Q6 完全是纯爷们的风
格，在它身上，你只能看到
粗犷和硬朗。

猎豹 Q6 的车身尺寸
长宽高分别为 4890×1795×
1940 毫米，轴距为 2725 毫
米， 最小离地间隙 230 毫
米， 最大涉水深度 500 毫
米， 轮胎采用了扁平比达
85 的轻卡系列万力轮胎。
配置方面，全尺寸备胎、行
李架、多功能方向盘、后泊
车雷达、 后排座椅按比例
放倒、前雾灯、大灯高度可
调、车窗防夹手功能等；高
配车型增加了电动后视
镜、行车电脑显示屏、倒车
视频影像、电动天窗等。 动
力方面，猎豹 Q6 全系提供
了 2.4L 和 2.0T 两款发动
机， 其中 2.0T 发动机最大

功 率 130kW （177Ps）/
5500rpm， 最大扭 250Nm/
2400 -4800rpm；2.4L 发动
机 最 大 功 率 108kW
（147Ps）/5000rpm， 最大扭
230Nm/2600-3200rpm。

是不是很心动？ 10 月
24日，带上你的家人、朋友
一起到南阳圣驰猎豹汽车
信臣路 6S 店， 场现有冷
餐、演艺表演等，到店参与
更有机会获得互动奖。

购猎豹 CS10、CS9 任
一款车型，多重惊喜，巨惠
连连，让你买车更省钱。

第一重巨惠：减半行动，
劲省 50%。 购买猎豹 CS10、
CS9全系车型， 购置税劲省
50%，最高立减 6000元。

第二重巨惠： 免息计
划，低首付 0 利息。 购猎豹
CS10 乐享低首付、18 期免
息贷款，提前把爱车“贷”
回家； 购猎豹 CS9 享 18
期、24期或 36 期免息贷款
优惠，最高贴息 5000元。

第三重巨惠： 两套金
融方案，低首、低供“贷”走
爱车。“只要 7680 元，CS9
开走吧”， 购猎豹 CS9，首

付仅需 7680 元， 月供低，
租期长，租期结束选择多；
“仅需 8888 元，CS9 轻松
‘贷’回家”，购猎豹 CS9，
首付低至 8888 元， 低首
付，低日供，用车更无忧。

第四重巨惠： 用百元
现金购抵千元购车券。 多
重购车礼、订车礼、循环抽
奖礼等拿不停。

活 动 时 间 ：10 月 24
日 15 时至 17 时

地址： 信臣路与南都
路交叉口圣驰猎豹汽车
6S 店 （李扬）

辉昂和他的朋友们高端品鉴会暨大型试驾团购会明日开幕

让你近距离感受辉昂的与众不同
初见辉昂，似曾相识。 越

来越多的汽车品牌都采用家
族式的前脸设计，以体现与众
不同的基因和传承，然而,仔细
打量后，你就会感受到辉昂与
其他大众车型完全不同的气
场。 10月 21日，南阳恒康和恒
康锦程辉昂和他的朋友们高
端品鉴会及大型试驾团购会
辉煌启幕，你可以近距离感受
辉昂的与众不同。

前脸庄重大气，尾部设计
精致沉稳

辉昂的设计，与建筑学领
域非常火的“新中式豪华主
义”颇有几分类似。 在建筑学
领域，纯中式的古典风格，会
让人有沉闷与沧桑的感觉，
而现代中式则有着简洁明快
的线条以及耐人寻味的内
敛，也许你会说，辉昂看上去
挺像“大帕萨特”，这与大众
进口豪车辉腾的情况类似，
辉昂家族式的前脸设计，确
实会让你有这种感觉， 但再
仔细一看， 你就会感觉到它
不一样的气度， 前脸庄重大
气，尾部设计精致而沉稳，精
华内蕴的感觉油然而生。

注重精雕细刻，享受头等

舱待遇
新中式风格在沿袭中国

传统建筑精粹的同时， 更注
重对现代生活价值的精雕细
刻， 并着力提高建筑的舒适
度，这与辉昂高度契合。打开
辉昂的车门， 你才能领略到
辉昂的精髓所在。 其座椅为
NAPPA 定制巴伐利亚小牛

皮。 NAPPA 皮革是顶级皮革
的代名词，这类皮革是 S 级、
7 系乃至 A8L 才有的标配，
而在辉昂上， 你只需花不到
一半的价格就能享受到。 辉
昂前排座椅，集成了 12 向电
动调节，以及通风、加热、按
摩功能，而作为行政级座驾，
后排座椅也尽显奢华， 所有

功能一应俱全， 再加上双层
隔音玻璃、16 只扬声器的丹
拿音响、 百年橄榄白蜡木饰
条以及车载冰箱等配置，让
坐在辉昂后排的乘客仿佛置
身于飞机的头等舱。

在动力系统方面，辉昂提
供了两种动力版本，其 380TSI
车型搭载的是全新第三代

EA888 系列的 2.0T 发动机，最
大功率 162 千瓦， 最大扭矩
350 牛·米， 而 480TSI 车型使
用的是 3.0L V6机械增压发动
机， 输出功率高达 299 马力，
扭矩也达到了 440 牛·米，与
之相适应的是大众全新的 7
速湿式双离合变速器。

辉昂的驾乘感受无可挑
剔，稳健轻快、动力澎湃，各
方面因素营造出极佳的乘坐
舒适性。 优雅豪华的德系造
型，不露锋芒，所有魅力尽在
行动中彰显。

PHIDEON 辉昂以其卓越
出众的品质和“隐锋芒，自辉
昂” 的品牌精神完美诠释了
德系行政级座驾的风范。

隐锋芒， 自辉昂———辉昂
和他的朋友们高端品鉴会暨大
型试驾团购会，欢迎你的到来。

活动时间：10 月 21 日 10
时至 11 时 30 分

品鉴地点一：南阳市长江
上汽大众恒康展厅

销售热线：63118999
品鉴地点二：南阳市信臣

路与独山大道交叉口上汽大
众恒康锦程展厅

销售热线：61889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