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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购物节·购物宝典已经推出二期了，受到了广大市民朋友的欢迎。年关将至，又是一个买车的旺季。这次，《购物宝典》之“行在

富阳”将带大家选一选较受欢迎、性价比较高的家庭用车，赶紧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爱车，休闲购物节期间购买还有一定优惠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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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购物宝典（三）——行在富阳
年度受欢迎家庭用车尽在休闲购物节

奔驰GLA200 动感型

2017款 GLA 200 动感型具备先锋的设计、别
样的精致、创新的科技以及优异的性能四大优
点。独具一格的刀锋式双翼进气格栅，“烟熏魅
惑”LED高性能大灯和LED星辰尾灯让其兼具力
量感和璀璨的视觉效果。全新赛车元素的仪表盘
和后备箱感应开启功能则让GLA200 动感型看起
来更加精致实用。此外，更加优质的车道保持辅
助系统和智能泊车系统可以使驾驶者在驾驶过程
中更加安全轻松。智能适时四轮驱动和4缸涡轮
增压发动机为车辆保证了优异的性能。

车型售价：指导价27.18万元，车价优惠1.5万
送1.2万元的装潢。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金桥北路955号
销售热线：58838777

全新自由光

Jeep 全新自由光，搭载一台 2.4L 会呼吸的
Multiair电控液压智能自然吸气发动机，以及同级
领先的9AT手自一体变速器，车身方面全车采用
65%高强度钢提供安全保障，优异的隔音材质使
用，搭配罕有的FSD四轮独立主动减震悬挂技术，
使驾驶感受在静音、舒适、操控达到更高品质，辅
以优秀的气动外型让整车油耗低至8.5L/100km 。

车型售价：20.98—24.9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金桥北路965号
销售热线：63153355

北京现代全新胜达

全新胜达搭载2.0T GDi涡轮增压+缸内燃油
直喷发动机，以及2.4L GDi自然吸气发动机的组
合，同时配备 6 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全新胜达采
用全尺寸设计，提供同级SUV中少有的三排七座
安装选择，4725mm*1880mm*1686mm 的车身尺
寸和2700mm超长轴距。全新胜达是一款T动力
全尺寸豪华 SUV，全系有 2.4L、2.0T 两种排量多
个级别车型可供选择。车身颜色总共九种，新增
了摩卡棕、原野绿两款目前市场稀有的时尚色系,
内饰颜色有单一黑色、黑色+米色和黑色+棕色三
种风格，其中以往多在超级豪车上出现的黑色+
棕色内饰尤为突显奢华。在 EURO-NCAP（欧
洲安全碰撞机构）发布的新一期碰撞测试结果
中，全新胜达获得五星成绩，这无疑得益于其在
主动安全、被动安全，以及驻车安全上的全方位
覆盖。

车型售价：22.48—28.9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金桥北路961号
销售热线：63370666

全新一代别克君威/GS

在全新一代别克君威动感优雅的基础上，全
新 GS 车型采用了更动感、激情的专属内外饰设
计 ，搭 载 新 一 代 CDC 主 动 式 悬 挂 系 统 以 及
FlexRide 自适应驾驶系统，为追求风格至上的用
户带来极具个性的潮流座驾选择。

全新一代别克君威 GS 全系搭载“沃德十
佳”2.0T SIDI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 9 速
Hydra-Matic 智能变速箱。Brembo 制动卡钳、新
一代 CDC 主动式悬挂和 FlexRide 自适应驾驶系
统自然不会缺席，多种驾驶模式让操控与舒适合
二为一。

车型售价：17.58—26.98万元
地址：富阳区金桥北路988号
销售热线：63433300

东风本田CR-V

CR-V 畅销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赢得
500万用户认可，SUV标杆车型。全新一代CR-V
采用1.5T地球梦科技发动机搭配CVT变速箱，还
推出了SPORT HYBRID（锐·混动）的版本，无论
从外观、油耗、动力、悬挂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进
步。

1.颜值控一见即心动：全景天窗、立体式LED
组合大灯、双色铝合金运动轮毂。

2.行动派一动现本色：240TURBO 直喷发动
机配CVT无级变速器、I-MMD双电机混合动力
系统，2.0L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高功率双电机。

3.智能族一动享安心：ACC主动巡航控制系
统、FCW 预碰撞警示系统、LWC 盲点显示系统、
TSR交通标识智能识别系统等。

4.细节控一享即知心：智导互联根据实际路况
推荐行车路线，预测到达时刻，同时提供天气、新
闻、紧急救援等服务。

5.豁达派一容见胸怀：宽享乘坐空间、后排中
央控制系统、后排座椅靠背二级调节。

6.实力派一驭见真章：SFRD 频率响应减震
器、Real-Time AWD智能四驱系统。

车型售价：16.98—25.98万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新桥新路1-2号
销售热线：61712222

奥迪全新第九代A4L

奥迪A4L三十周年年型，与你的一往无前决
心同行。此次产品亮点主要配备了矩阵式 LED
大灯，奥迪虚拟驾驶舱，搭载19个扬声器的B&O
3D音响系统等配置，新增1.4 TFSI发动机，最大
功率达到 110 千瓦，最大扭矩为 250 牛/米，百公
里综合油耗仅为5.8升，兼具强劲的动力输出与燃
油经济性。1.4 TFSI发动机的加入，进一步丰富
了奥迪A4L 30周年年型的动力选择，与2.0 TFSI
高低功率发动机组成同级别较强的动力组合，为
消费者的多样化选择提供了可能。

车型售价：22.8—29.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金桥北路969号
销售热线：61790000

一汽大众全新一代迈腾

由一汽大众生产的全新一代迈腾耀世登场，
迈腾带给用户的不仅是外在形象的年轻化、运动
化的改变，也包括吃、穿、行、享等生活的方方面
面。只有乐于工作，享受生活，才是真正的新时
代商务精英范儿。基于横置发动机模块化平台
（MQB）制作。采用更低的车身和更长轴距，并
以几乎相同的车身长度实现更大的内部空间。
全新仪表板中的水平带状空调出风口，可编程数
字仪表，抬头显示，360全景可视泊车等，都是为
了提高安全性和舒适性，在设计方便还获得“红
点设计大奖”“IF工业论坛产品设计奖”等多项大
奖。

车型售价：18.99—31.69万
地址：富阳区金桥北路971号（汽贸城内）
销售热线：63167788

广汽本田1.5T冠道

广汽本田冠道1.5T车型在外观与2.0T版一
致。以“猛·丽”为设计理念，前脸采用时下流行
的“X”型，中网与大灯直接相连，呈现飞翼式布
局，增添时尚动感。外观配置方面，冠道1.5T车
型将标配LED组合尾灯以及外后视镜电动折叠，
除精英版外，其余三款车型都将配备全景天窗。
新车将全系标配4向调节多功能方向盘，方向盘
换挡拨片、驾驶座8向电动调节以及后排4/6比
例放倒也将会作为标准配置。此外，新车还将全
系标配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定速巡航、3区独
立自动空调、8英寸多媒体中控屏以及Wi-Fi热
点接入等功能。在安全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
胎压监测、VSA车身稳定系统、刹车优先系统、坡
道辅助以及电子驻车等配置。动力方面，新车搭
载了代号为 L15BD 的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
大 输 出 功 率 为 142kW(193PS)，峰 值 扭 矩 为
240Nm。传动方面匹配CVT变速箱。

车型售价：22—26.38万元
地址：富阳区恩波大道1306号
销售热线：63166088

凯迪拉克新款ATS-L

新款凯迪拉克ATS-L是在20-30万元区间
内少有的运动性能级轿车，并且五座兼具家用，
高性能 V 系列车型全更具性能优势。28T 车型
选用荣膺“WARD’S AUOT WORLD MAGA-
ZINE2013”“全球十佳发动机”，2.0T涡轮增压直
喷发动机拥有205KM功率，最大扭矩400牛米，
配合 8 速手自一体变速器，带来 6.2 秒百公里加
速性能，在第三代主动电磁感应悬挂、Brembo定
制刹车统的强大加持下，运动之余安全性能得到
保障。凯迪拉克家族式钻石切割外型设计在汽
车圈独树一帜，让拥有凯迪拉克旗下车型的您与
众不同。

车型售价：29.88—42.8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金桥北路965号
销售热线：63366661

全新第八代广汽丰田凯美瑞

全新第八代凯美瑞从生活者角度出发为驾
乘者进行了一系列考虑。在同级别车型中，首
次搭载内外双循环系统，内循环保证车内供暖
的同时，外循环防止玻璃起雾，车内也保持着新
鲜流动的空气，让舒适全面升级。此外，全新第
八代凯美瑞四门车窗配备了一键升降，标配的
电子手刹和自动驻车也能让驾驶员在日常驾驶
时更加轻松自如。

车型售价：17.98—22.2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新桥新路1-3号
销售热线：61736001

全新上海大众途观L

全新途观L是上汽大众全力打造的途观换
代车型，在继承了途观优异客户口碑的同时，在
车身尺寸、动力系统和科技装备方面做了全新
升级，产品力大幅度提升。全新途观L外观大
气硬朗，加长后的车身空间更是满足中国车主
对于SUV车型大空间的强烈愿望，动力方面搭
载第三代 EA888 发动机和 DQ500 七速湿式双
离合变速器，并首次装备同级唯一的多路况驾
驶模式选择、4MOTION智能全时四驱的优势
得以充分发挥。Panorama全景天窗、全LED大
灯、HUD全彩信息平视系统、全景影像系统、感
应式开启电动尾门带延时关闭功能等领先装
备，更使全新途观L拥有傲人的实力。全新途
观L此次推出七款车型，无论哪款，都具备足够
让消费者选择的理由。

车型售价：21.38—34.9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新桥新路 60 号（上

汽大众杭州金畅4S店）
销售热线：61795999

上汽斯柯达柯迪亚克

柯迪亚克作为斯柯达旗下第一款旗舰级
SUV，秉承着斯柯达以人为本的理念，推出七座
车型，而4698mm的车身尺寸，也让他跻身中级
SUV的行列。来自大众集团MQB平台的柯迪
亚克，搭载第三代 EA888 2.0T 发动机，以及
DQ500全新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的黄金动力
组合系统，让其 0-100 km 加速时间 仅仅为
6.9s，让你获得更加从容不迫的驾驶体验。 即日
起购买 柯迪亚克 即可享受万元钜惠，按揭可享
3年0利率，以及置换补贴5000元。

车型售价：18.98—26.98万元
地址：富阳区银湖街道新桥新路58号
销售热线：617958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