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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量纯手工产品外发，寻
有实力单位个人合作，中山
市古镇东岸北路 333号。

工厂直发

www.zsgs28.com
0760-22310060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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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8000098

正大恒兴投资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有资金寻项目合作：全国连锁，
诚信服务。 投资：房地产、矿业、
电力、新能源、交通、酒店、医院、
制造加工、在（扩）建工程等。
电话：028-61100198、13076056777

宏玮投资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大额资金寻项目诚信合作、各
型企业、 商户实体★项目借款直
投矿业、交通、林业、农业、酒店、
地产业(在建、扩建、新建工程)各
类项目投资。 24 小时在线电话
028-84444405 地址:成都市
锦江区东大街 100号 A座 19层

四川汇雁全国直投
项目借款

诚信快捷 聘商务代表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5673140142无抵押低息贷款 办理 5-50万信用卡13677338159

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魔术产品
仅供娱乐百胜牌具

电话：15974277277
地址：长沙五一新干线大厦

扑克麻将必赢
低价销售扑克分析仪，程序麻
将系列产品及传授手法，万家
丽路浏阳河畔 13327311888代办信用卡10-50W下卡快无前期

费用 13875816766

为您提供帮助,房地产、矿业、电力、
种(养)殖、制造加工业、在(扩)建工程
等。 200万元起贷,另诚招各地代理。

★鹏旭投资★

24小时
服务热线

025-69827316
025-69827318

地址:南京市石鼓路 33号

1、十五年专注于冻品经营。
2、提供 2200余种冷冻产品，一手价格进货，全程冷链物流。
3、产品系列：国内外水产/肉禽/调理/面点/蔬果等。
4、项目适合有餐饮资源的各类经销商、物流配送商、厨师及
其他有志于创业的人士。

全国最大的冻品商行加盟品牌

招商热线：400-186-0688
陈尧东：15972022590
招商 QQ：67780875

“鲜之隆”火热招商中

“鲜之隆”品牌属武汉良之隆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关注鲜之隆了解更多详情

自有大额资金全国直投、可
合作项目低息快捷、无抵押、
非诚勿扰（诚征代理）倡珉

大额直投●贷款

18623080456

咨
询

重庆市渝中区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网址：www.wlyfxym.com 加盟 QQ：15981569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您要发财吗？ 您要出人头地吗？ 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福喜迎门酒！ 该酒品质优
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婚宴寿宴
喜庆宴。 价格低，利润高，央视网正热播“福喜
迎门”微电影喜剧片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
资等市场支持，特惠诚征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联系电话：400-088-7879

批发纱窗，晾衣架

邮箱：15996417649@163.com

（底薪+提成）大额资金直投寻优
质项目 电话：15996417649 陈

安徽尚华投资
高薪诚聘驻地商务代表

速办各大中小企业贷款，50-
5000万低息贷款， 个人周转，
小额当天放款， 无抵押担保，
外地可。 18551812466高经理

财团直投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需求决定趋势，
新轩逸引领家轿集体变大

中国车市对空间“大“的需求
是和基本的用车国情分不开的。
与西方人手一车的情况相比，中
国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购车，并
且国人购车时格外重视家人意
见， 这致使车企在造车时普遍要
考虑后排乘客的感受， 对家轿市
场提出了“大”空间的要求。

任何一款经典车型都是开
先河性的。 2006 年，轩逸率先将
轴距增至 2700mm。在当时，这个
轴距长度已触及到中高级轿车
的轴距区间。 业内人士当时即指

出，轩逸的轴距加长将开创中级
家轿的新时代。 2700mm 的超长
轴距不仅为后排乘客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充裕空间，也让轩逸一
“大”成名。

新轩逸在空间上的成功转
型， 让众多中级家轿品牌开始
群起效仿， 并把换代升级的重
点都放在了车身尺寸上。 如新
卡罗拉不仅车身长度增加了
95mm，轴距也增至 2700mm；以
动力和操控见长的大众系车型
全新明锐也转向家用， 并将轴
距加长到 2686mm……长、 宽、
高以及轴距的全面增大成为中
级家轿品牌的共识。

大空间还需大内涵，
“大”“适”才有大市场

在由“大”向“大适”的转变过
程中， 新轩逸又走在了创新的前
列。在新轩逸看来，大空间其实更
需要大内涵， 而这种大内涵则包
括空间实用性和舒适性两个重要
维度。当其他中级车拉长轴距，加
大车身空间的同时， 新轩逸的空
间实用性和舒适性又有了提升。

基于 2700mm 超长轴距，新
轩逸首先对车内空间进一步优
化， 打造出 680mm 的行政级后
排腿部空间，在 1760mm 的超宽
车身宽度下， 后排空间从长宽

两方面真正实现了既“宽大”又
“舒适”。 尤其是在长途出行越
来越多的当下， 堪比高档品牌
的空间实用性让新轩逸大受欢
迎。 此外，新轩逸 500 多升的超
大行李厢也堪称同级标杆，装
下两三个大旅行箱完全没有问
题。 而且其内腔形状规整，不存
在设计死角， 各种便利的储物
格设置让新轩逸在内部空间的
利用上没有丝毫浪费……大而
实用的空间是新轩逸引百万消
费者竞折腰的关键。

除了提高了空间利用率，新
轩逸深谙“舒适性”对于中级家
轿消费者的杀伤力。 所以，在整
个造车理念中，新轩逸一直将空
间实用性与驾乘舒适性并举，而
舒适性又源于新轩逸“越级款
待”的情感诉求，这一诉求显示
出新轩逸在对家轿概念的理解
上，有着其他品牌所不具备的人
文关怀温度。

新轩逸的内饰采用浅色色
调，辅以简洁大气、错落有致的设
计手法，再加上‘软’性包覆材
质、‘细’接缝处理、顺‘滑’阻尼开
关等高档材质与工艺， 能为驾乘
者带来温馨如家的驾乘氛围。 舒
适性配置方面， 新轩逸还采用了
Multi-Layer 仿生学座椅、三维超

静音工程等高级车才有的配置，
不仅带来远超同级的舒适乘驾感
受，还满足了消费者“款待自己，
款待家人”的要求。

对“适”的精彩演绎让新轩逸
大获成功。 中级车市在近年来愈
加显示出一股“轩逸效应”，即无
论全新上市抑或升级换代的车型
无不在“大”之外着意宣传其舒适
性。 无可否认，新轩逸的成功对于
中级家轿市场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作用。 以“动力、操控”见长的新速
腾为例， 也通过产品配置的变化
以获得舒适性的提升， 而新卡罗
拉、明锐等车型，也纷纷在外观及
舒适性配置方面有所提升。

不难看出，中级家轿的发展
轨迹始终围绕着消费者的需求
在行进，而新轩逸自始至终都在
扮演着先行者与榜样的角色。 产
品上以及市场发展趋势上的引
领，造就了轩逸在中级车市的主
导地位。 从上市即热销，销量破
50 万辆， 跻身车市 TOP10 行
列，再到销量突破百万辆，东风
日产轩逸用无可争议的事实证
明了“大”而“适”造车哲学的成
功和引领地位， 而这也将是接
下来中级家轿市场发展的大
势。 只有将两者完美融合，才能
获得更多消费者的青睐。

从新轩逸看中级家轿“大”“适”
中国车市的加长风气已经从最初的豪华品牌如宝

马、奥迪，吹到了近年来的中级家轿市场，将“以大为美”
作为购车标准，在消费群体中有愈演愈烈之势。 从今年
上市的一众新车如上海大众斯柯达 q新明锐、一汽丰田
新卡罗拉、东风标志新408，甚至是以运动见长的昂克赛
拉、雷凌等车，无不纷纷以“大”示人，不仅车身尺寸有所
提升，轴距也越拉越长。

显然，大空间、长轴距已成为中级家轿发展的趋势
与共识。但是，仅靠加长轴距来求取大空间并不足以满
足消费者， 极具舒适性的大空间才是中级家轿获得市
场青睐的关键。 从中级家轿“舒适大空间”的代表车型
新轩逸的成功模式可以看出，唯有兼顾“大”、“适”方能
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