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观大气 彰显旗舰气质
传祺 GM8 整车恢宏

大气，气度非凡，拥有超 5
米车长、3 米轴距，宽大造
型气场强大、 威而不怒。
GM8 采用家族式凌云翼前

脸， 横向贯穿式镀铬前格
栅由黑色与亮铬双色、双
层设计，更显立体，豪华游
艇式侧面设计， 透露出与
时俱进的时尚气息。

精心雕琢的细节彰显
高端格调， 矩阵式璀璨晶
钻 LED 大灯与霸气格栅
搭配， 形成强烈的视觉冲
击； 隐藏式 D 柱设计带来

更修长与敞亮的空间感；
由 152 颗 LED 灯组成的
横向贯穿式尾灯， 灯带借
鉴玉如意造型，独具一格，
展现尊贵、优雅气质。

近日， 在广汽传祺南
阳祺祥店，广汽传祺“全场
景奢享大型 MPV”GM8 尊
享上市。 这场年度巨献以
“祺创新维度” 为主题，现
场营造出符合产品定位的
宜家宜商氛围， 为广大车
友呈现尊享、 舒适的多维
度体验。 传祺 GM8 市场指
导 价 为 17.68 万 元 至
25.98 万元。

南光丰田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年终巨惠

广汽传祺“全场景奢享大型 MPV”GM8 登陆南阳

传祺GM8 祺创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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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维座舱 尽享移动体验
为了让用户感受到尊

享礼遇，传祺 GM8 全维感
官奢享座舱采用优雅、环
保的轻奢商务色彩搭配，
展现低调的奢华内涵。

坐·尊享头等舱座椅：
同级功能最全， 第二排头

等舱座椅， 配备固定式宽
大扶手、电动腿托、睡眠头
枕，还具有按摩功能，乘坐
舒适自如； 匹配超大双片
式全景天窗+32 色智能可
调 LED 氛围灯，尽享极致
舒适。

听·深海静谧空间：整
车 NVH 充分考量并运用
大量隔音材料， 实现怠速
接近零震感、36.7dB 超静
音，呈现“移动音乐厅”音
品质。

嗅·氧吧清新呼吸：同

级独有高效 PM2.5 空调滤
芯+AQS 空气质量控制系
统，快速祛除颗粒粉尘、异
味物质，对大于 3μm 颗粒
过滤效果高达 95%，同时，
大量应用环保低 VOC 材
质，创造怡人的车内环境。

舒享科技 全方位智能保障
传祺 GM8 匹配同级

少有的“双电动侧滑门+电
动尾门”组合，4 种自动开
启模式，使用更便捷，体验
更尊贵。第二代 PEPS无匙
进入及一键启动，手机无线
充电、220V商务电源等贴心
配置， 尽显无微不至的舒
享体验。 炫酷 In-Joy 三屏
智联+双 10.1 寸后排娱乐
屏， 轻松实现中控大屏与

智能手机连接， 畅享前沿
智能乐趣。

GM8 搭载传祺第二代
320T 发动机， 匹配稳定的
爱信第三代 6 速手自一体
变速箱， 动力强劲平顺，百
公里综合油耗低至 8.9L；配
备同级独有四轮独立悬架系
统，操控及舒适性完美平衡。

传祺 GM8 应用 GAC
高强度安全车身设计，匹

配全方位 6 安全气囊，行
人保护达到欧盟标准 ，
打造超越同级标准的安全
堡垒。

传祺 GM8 应用全方
位智能安全驾驶辅助系
统，配备 ACC 自适应巡航
系统、FCW 前碰撞预警系
统、AEB 主动刹车辅助系
统、LDW 车道偏离预警系
统等高端科技， 行车安全

无忧。 GM8 还采用德国博
世第九代 ESP9.1 系统 ，
360 全景影像与自动泊车
辅助，从容应对各种路况，
让安全一路相随。

详询： 广汽传祺南阳
祺祥店

电话：0377-61151111
地址： 北京路与卧龙

路交叉口向南 200 米路东
（陈卓）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自 11 月发布以来，
迅速引爆中级车市场， 累计收取订单逾
3000 台， 以丰田 TNGA 概念下首款国产车
型的身份荣耀上市。

1 月 13 日 14 时， 仲景北路南光丰田
邀您荣耀品鉴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参加
即有好礼相送， 现场订车更有家电大奖等
您来抢。

★活动期间，预订全新第八代凯美瑞，
春节后提车， 可享受超低利率金融购车
方案。

★活动期间，置换、预订全新第八代凯
美瑞，二手车可保价至提车日。

★预订凯美瑞双擎， 可享受电池终身
延保服务。

★活动期间，订购任意车型，均可参与
砸金蛋赢大奖活动。

★致炫、 致享可享受超低首付 1 万元
起金融购车方案。

★小车型分期购车畅享 2 年 0 利率金
融购车服务。

★任意车型均可免费评估， 置换可享
受最高 5000 元置换补贴。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基于丰田最新的
TNGA 架构打造，新车在外观上与老款相比
更加激进，搭载 2.0L、2.5L 自然吸气发动机
与 2.5L 混合动力系统，共 9 款车型，售价区
间为 17.98 万元至 27.98 万元。

仲景北路南光丰田隶属广汇汽车集
团。 广汇汽车集团在全国拥有近 800 家营
业网点，2017 年， 广汇集团以 1456 亿元人
民币的营业收入成功跻身世界 500 强。 仲
景北路南光丰田以雄厚的实力为您提供安
心、可靠的服务，承诺提车当天随车提供合
格证。

详询：广汽丰田南阳南光店
地址：仲景北路车管所南 200 米路东
电话：0377-63290999

（陈卓）

售 房

大额资金寻项目合作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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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微信办理

武侯路中段农资
公司附近单元房一套，
面积 150 平方米，4 楼
带电梯，水、电、天然气
齐全，简装修，采光好，
交通便利， 坐 1 路、23
路即到门口 ， 价格面
议，中介勿扰。

联 系 电 话 ：
13503777062

遗 失 声 明
房地产、各类厂矿、农林

牧渔、种养殖业、电站、工厂制
造业、学校、酒店、医院、冷库
物流、在建工程、新能源、商业
贸易、旅游业等，区域不限，放
款快捷。 手机 15856917049（微
信同号）电话：0551-63618863
（另高薪诚聘驻地业务代表）

售 房
● 南 阳 市 大 学 网 吧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注 册 号

411391000016194） 丢失， 声明作废。 ●杨宏（身份证号
412921197511050036）警官证（警号 083748）丢失，声明作
废。 ●吕宁（411326198303081527）房款收据（金额为 1216
元）丢失，声明作废。●南阳大德教育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0MA3Y7YCXXR）丢失，声
明作废。 ●贾青梅证号 D4113240102596中华人民共和国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丢失， 声明作废。 ●郭天运证号
D411324010261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常军（身份证号
411329198612103848）就业报到证（证件号 MMXI1541573）
丢失， 声明作废。 ●剧钟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丢失，（证号
4113000020012032062）声明作废。 ●南阳市铭记诚信商贸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开户许可证，（账号 41001522322050200711），
声明作废。 ●南阳市平顺达物流有限公司豫 RR6193、豫
RR6763道路运输证丢失，声明作废。

御航云仓储专业电商客
户快递，仓储综合服务。

与顺丰、 申通、 安能等品
牌快递总部合作，超高性价比，
快递费最低 3.2 元/单， 每日 5
万单轻松搞定！ 为实力电商客
户提供免费办公室及仓储打
包、上门取货等服务。

合作热线：15672766999

国内优秀生活用纸品牌清风新品上市， 现面向南阳
地区诚招分销合作商、 商超流通二批代理商等。 一线品
牌，厂家直营，与一线品牌携手，共赢市场。

联系电话：15672766999

发快递选御航

清风生活用纸诚招分销代理

招 聘
泰康人寿南阳中支

筹备干部培训班现招聘
办公人员数名， 名额有
限，报名从速。

电话：18503771552
南都晨报分类广告

部招聘综合办公人员，
要求：女性，专科以上
学历， 电脑操作熟练。
待遇优厚。

详询：15672766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