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车展还会有‘看车
中大奖’活动吧？”作为去年
湖南车展“看车中大奖”活动
的中奖观众， 王先生近日又
向车展组委会工作人员进行
咨询。 其实每届湖南车展像
王先生一样特别期待“看车
中大奖”的人不在少数。

“今年不仅有，还将加磅
推出。”组委会工作人员告诉
王先生。据了解，今年的“看
车中大奖”活动，将从5月10
日到14日持续5天。 每天16
时30分开始， 车展组委会将
随机抽取一、二、三等奖，共
抽出16位幸运观众的门票编
号。其中，一等奖1位，可获现
金大奖4999元；二等奖5位，
每位可获现金大奖3000元；
三等奖10位， 每位可获现金
大奖1000元。本届湖南车展
5天， 共抽取80位幸运观众，
奖金共约15万元。

作为2017湖南车展“看
车中大奖”活动的赞助品牌，
东风风行和广汽传祺不仅在
车展期间精心准备了一系列
购车优惠政策， 还将在车展
上重点亮出备受消费者期待
的全新景逸X5和广汽传祺
GS8两款实力新车。

“看车中大奖”加磅推出
15万元现金大奖等您领

去湖南车展 每天3万现金红包等你领
东风风行全系车型亮相 广汽传祺GS8让你秒变“老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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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1日讯 5月
10日至14日，2017湖南车
展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长沙世界之窗旁）隆重举
行。 作为历届车展的重头
戏，“看车中大奖” 活动广
受看车观众、 买车消费者
及参展商们关注。 今年恰
逢湖南车展十周年， 组委
会特别将“看车中大奖”活
动加磅推出， 现金红包再
升级， 每天将给幸运观众
奖励29999元现金红包，5
天共有近15万元红包等你
领。

2017湖南车展“看车
中大奖” 活动得到了东风
风行和广汽传祺两大实力
品牌的大力支持。 它们不
仅在本届车展上争得了
“看车中大奖”活动的赞助
权， 还为在本届车展上打
赢销售与品牌之战做了精
心的准备。同时，数以万计
的汽车爱好者们也早已做
好了准备， 都打算在这场
汽车狂欢宴上释放激情，
并期待能在“看车中大奖”
活动中幸运中奖。

■胡锐

“这次湖南车展，东风风行
将携全系车型参展。 其中，全
新景逸X5将成为展位上最耀
眼的明星！” 东风风行经销商
长沙众隆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市
场经理告诉记者，全新景逸X5
具有高颜值、 内饰考究、 空间
大、 舒适性好、 安全五大突出
优势。它不仅动力稳定充沛，而
且经济省油， 其手动挡和自动
挡百公里油耗分别为6.7升和
6.9升。全新景逸X5搭载了车载
导航、人机互联、语音识别、蓝
牙等影音娱乐功能， 同时它还
可与智能手机完美连接。

值得一提的是， 全新景逸
X5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超长
保修政策，这是基于对产品品质
的充分信任，同时让消费者享受
到“一次购车，终身无忧”的用车
服务。

目前在10万元级SUV领域，
全新景逸X5凭借自身的“五大

突出优势”及“8年或16万公里”
超长保修政策，将成为同级别内
综合实力极具竞争力的选手。它
的推出， 不仅仅是东风风行2.0
时代的开山之作，也宣告东风风
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而更重要的是，这款车对东风风
行而言，代表着质的飞跃；对中
国汽车品牌而言，则是一次自信
的提升。

据了解，东风风行长沙地区
有湖南华孚天心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湖南时尚添亿商贸有
限公司、长沙天辰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长沙众隆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4家经销商。针对2017湖南汽
车展，这些实力雄厚的经销商将
在车展期间拿出最有诚意的促
销，还将提供全系车型“两年零
利息”等诸多优惠政策，把本年
度最大的让利给到消费者，让大
家以最优的价格，买到自己最称
心的东风风行汽车。

东风风行全系车型亮相
景逸X5将成耀眼之“星”

“我们在车展上将是全系出
动，而新上市的GS8无疑是其中
的明星车型。” 广汽传祺经销商
湖南广汽长坤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GS8上市
不久就实现了热卖。

据广汽传祺掌门人郁俊透
露，3月GS8销量过万台。 至此，
GS8自上市以来不仅取得了连
续数月热销的战绩，还上演了淡
季不淡的传奇，再次证明了该车
在中大型7座SUV这一细分领
域已站稳脚跟。同时，它也开启
了中国品牌在20万元级市场上
争夺话语权的篇章。

从零开始到破万台，GS8用
了不到半年时间。不少业内人士
表示，GS8的成功并非偶然，相
比其他中国品牌，传祺开始便从
高端、原创入手，并坚守以品质
为先， 因而从GA5、GS5时代就
开始积累用户口碑，为品牌形象
打下了良好基础。

传祺GS8优势颇多。 首先，
张帆大师运用“外刚内柔”的设

计理念，使它在颜值上不输一线
豪华品牌；其次，它搭载的ACC
自适应巡航、LDW车道偏离预
警、360°全景泊车影像、TPMS
直接式智能胎压检测系统等全方
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不仅让驾
驶及乘坐人员安全感倍增， 而且
让新司机秒变老司机。 它还以全
新第二代320T发动机、全新爱信
6AT变速箱、博格华纳低惯量涡
轮、GCCS燃烧控制专利技术，让
我们真正感到了自主汽车品牌
的高效节能。此外，它以第二代
i-4WD智能四驱、四轮全独立悬
挂系统、特有的全地形反馈系统
及6种驾驶模式， 无惧任何复杂
路段。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传祺汽
车本地4S店已推出了购买GS4、
速博、GA6等车型，可享综合优惠
万元起的活动，而且可以提供GS8
现车供赏、 到店有礼等优惠购车
政策。而更值得一提的是，2017湖
南车展期间， 长沙各大传祺汽车
4S店都将推出更多购车惊喜。

买广汽传祺汽车有惊喜
GS8让你秒变“老司机”

资讯

本报4月11日讯 4月7日，以
“劲·锐·先锋 Activate� Your�
Lifestyle” 为主题的德国宝沃
BX5上市发布会在长沙举行，共
推出9款车型，售14.98万-21.68
万元。作为德国宝沃第二款匠心
之作，BX5定位德国劲锐智联
SUV，以“Young锐·年轻动感、
Energetic劲·活力充沛、Smart
智·智慧非凡”为核心亮点的“新
德系” 魅力。 外观上，BX5秉承
“简单即美 ” 的哲学 ， 拥有
Wingline鹰翼式线条、 经典的
菱形LOGO、家族式的风叶式八
边立体格栅、Wingline鹰翼式

环体座舱布局、环绕式LED氛围
灯、3D高握感三辐方向盘等特
色设计； 动力上，BX5具备澎湃
动力和出色的操控体验；智能科
技上，BX5更是配置了B-Link
智能互联系、 九屏一云四大模
块、 综合的360°鹰眼俯视监测
系统、 行车记录仪+智能微光感
应夜视系统、远程影像监视系统
等操作和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
宝沃汽车还推出终身免费保修
政策，即凡BX5首任车主均可享
受终身免费保修服务， 同时，在
整车保修期内还可享受3年免费
道路救援的尊享服务。 ■胡锐

宝沃BX5长沙上市

本报4月11日讯 日前，长
安汽车“智色双旋”设计理念战略
发布会在长安汽车北京公司举行。发
布会上， 长安汽车正式发布全新设
计哲学———“生命动感”，并推出全
新设计理念战略下的设计理念和
语言———“智色双旋”，这为长安汽
车注入了品牌灵魂和精髓。

“生命动感” 是长安汽车的
设计哲学， 是长期战略的精髓。
“智色双旋”是“生命动感”之下
的设计理念和语言，是长安汽车
开启全新时代的DNA�。“智色双
旋”是将“智能化”和“人性化”纳
入汽车设计，将汽车的生命与人
的生命融为一体，让用户体验到
更具未来感的驾乘体验。

2017年是长安汽车的产品
大年， 高性能全尺寸旗舰SUV�
CS95已于3月份上市、 全新的

SUV�CS55、轿车睿骋CC、MPV
凌轩共四款全新车型和十余款
改款车型将上市，将会进一步完
善长安汽车产品谱系，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优质购车选择。

现场发布两款概念车———轿
车（极流）和SUV（御岳）。两款概
念车整体外形上体现出一种流
动的生命：轿车，如雄鹰般振翅
欲翔，傲视天地； SUV，如火山
般蓄势待发，喷涌而起；搭载“生
命动感”全新设计哲学首款产品
睿骋CC将在年底上市。

此次设计理念战略发布会
更彰显了长安汽车在设计领域
的成就和雄心。 未来的日子里，
在生命动感、 智色双旋的指引
下，聚焦于智能化、新能源技术，
长安汽车定会为大家带来更多
令人尖叫的驾乘体验。

长安汽车“智色双旋”设计理念发布

景逸X5传祺GS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