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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质质魅魅力力家家轿轿
传传祺祺GGAA44闪闪耀耀泉泉城城

11月月2288日日，，广广汽汽传传祺祺““品品质质
魅魅力力家家轿轿””传传祺祺GGAA44正正式式登登陆陆
济济南南市市场场，，新新车车发发布布会会在在中中海海
环环宇宇城城隆隆重重举举行行，，售售价价77 .. 3388万万--
1111 .. 5588万万元元。。

广广汽汽传传祺祺极极力力塑塑造造GGAA44高高
品品质质的的AA级级轿轿车车形形象象，，整整车车灵灵
动动宽宽宏宏大大气气，，更更契契合合年年轻轻消消费费
者者审审美美。。传传祺祺GGAA44应应用用光光影影雕雕
塑塑22 .. 00造造型型设设计计美美学学，，拥拥有有气气度度
飞飞扬扬的的FFllyyiinngg DDyynnaammiiccss凌凌云云翼翼
家家族族前前脸脸，，营营造造出出流流畅畅的的车车身身
线线条条光光影影，，极极具具设设计计魅魅力力。。由由箭箭
羽羽式式LLEEDD组组合合尾尾灯灯、、展展翼翼型型
LLEEDD日日间间行行车车灯灯、、LLEEDD前前雾雾灯灯
一一起起构构成成的的极极富富辨辨识识力力的的LLEEDD
灯灯光光组组合合，，大大幅幅提提升升整整车车科科技技
质质感感。。

同同 级级 领领 先先 的的 负负 离离 子子 ++
PPMM22 .. 55空空气气净净化化系系统统，，负负离离子子
释释放放浓浓度度达达112200万万单单位位//ccmm33，，配配
合合PPMM22 .. 55空空气气过过滤滤网网，，以以及及低低
VVOOCC高高品品质质环环保保材材料料，，让让用用户户
坐坐享享车车内内清清新新森森林林版版空空气气。。

传传祺祺GGAA44搭搭载载了了德德国国博博世世
EESSPP 99 .. 11车车身身稳稳定定系系统统、、HHHHCC上上
坡坡辅辅助助系系统统，，让让新新车车拥拥有有了了更更
快快响响应应与与更更高高的的稳稳定定性性，，时时刻刻
保保护护车车辆辆安安全全。。记者 史大玮

多处安全隐患
三菱深陷“召回”

据了解，1 月 26 日，三菱
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发布
两起召回计划，并将自 2018 年
4 月 27 日起，合计召回 133507
辆汽车。

召回的原因则为：欧蓝
德系列汽车，由于后制动卡
钳轴部的护套防水性能不
足，水侵入后会造成驻车制
动中心轴生锈。导致驻车制
动力降低，驻车状态下的车
辆可能出现滑动，存在安全
隐患；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
驻车制动装置中自动调节制
动蹄片之间间隙的功能可能
失效。当制动块的磨损继续
加大时，驻车制动力将下降。

欧蓝德 EX 劲界、ASX 劲
炫、蓝瑟 EX，由于发动机传动
皮带自动张紧器安装座台由于
形状原因可能破损并导致传动
皮带脱落，造成转向助力失效。
继续行驶时可能会造成电池耗
尽、发动机过热等现象。

在三菱经历燃油数据造
假后，品牌形象大跌，差点破
产。后被日产收购部分股权，
成为最大单一股东。这次召回
的多款进口三菱车型，其召回
原因各不相同。而自2015年10
月29日以来，三菱因刮雨器妨
碍、副驾驶座气囊气体发作器
毛病、置换灯毛病、制动灯开
关毛病等各类疑问，对商品进
行了召回，触及规模涵盖了其
旗下一切车型。这个召回频次
和原因，实在是打脸日系车的
可靠耐用。 记者 史大玮

春春节节前前值值得得入入手手新新车车最最高高降降11万万

隔记者 史大玮

春节近在眼前，
入手一辆合适的车子
成为了众多持币待购
的消费者的目标，不
过买车讲究实惠，在
空间、动力、颜值差不
多的情况下，选择一
台优惠多、性价比高
的车子成为了很多消
费者选择，今天就为
大家推荐几款市场上
优惠较大的 SUV，包
括自主、合资品牌在
内一共四款车。

NO. 1 长安CS35

长安CS35是长安汽车推出的
一款小型SUV，售价6 . 89万-8 . 69
万，凭借着不错的颜值和实惠的
价格一直备受消费者认可，目前
终端有着6000元的优惠幅度。长安
CS35采用前麦弗逊后扭力梁悬
架，匹配1 . 5T和1 . 6L两款发动机，
同时提供手动和自动两款变速
箱，整车长4米1左右，打算入手小
型SUV的可以重点考虑。

NO. 2 哈弗H6

选 紧 凑
型SUV，还要
自主品牌？不
考 虑 哈 弗 H 6

真的很亏，售价 8 . 88 万— 14 . 68
万，不说超高的市场保有量和保
值率以及极低的零整比这些软性
条件，就单看 4 米 6 的车长和
1 . 3T、1 . 5T、2 . 0T 的丰富动力组
合，还有 7 速双离合、6 速手动、6
速手自一体三种变速箱可选，配
置方面 ESP、定速巡航、倒车雷达
等安全配置也一样不缺。

NO. 3 大迈X7

之所以推荐大迈X7，是因为
在10 . 69-15 . 99万区间想要选择一
款 车 长 在 4 米 7 以 上 的 中 型
SUV，除了大迈 X7 外选择并不
多。同时从配置和动力来看，大迈
X7 都不失为十分划算的选择，比
如电吸门、全景天窗这种配
置，大迈 X7

都有配备，宝钢加持的车身也将
被动安全系数提升到了相当高的
级别。

NO. 4 WEY VV5

过年了不买款豪华SUV？想
花自己的钱开出豪车的范儿？那
售价 15 — 16 . 3 万的 VV5 一定是
你的菜，在笔者看来，VV5 除了空
间上比 VV7 小一些外，大多方面
表现其实都不输于 VV7，尤其是
考虑到它在 VV7 推出之后才上
市，各方面调整后更加完善，对于
消费者来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春春节节消消费费高高峰峰期期
避避避免免免浪浪浪费费费早早早打打打算算算

做好节日购物预算

为了避免超支，增加债
务，在春节前必须要做一个
购物预算，列购物清单，以及
每件物品预计需要的金额。
另外，还要记下你所有额外
的支出，比如餐厅吃饭费用；
回家过节乘坐火车或飞机的
费用等。

王女士是理财达人，她
告诉记者避免节日消费超预算
的有效方法，就是自己在节前将
预算放在一个指定的信封中，当
信封中的资金花完了，就会知道
已经达到了你的消费限额了。

在正确的时间购物

并不是所有的物品在靠近
春节时，就一定有折扣，购买就
一定很便宜。

一般而言，在春节之前的一
个月内购买年货，必须要趁早。
电子产品，反倒会在假期结束后
折扣大，因为节日期间一般会推
出新品，电子产品更新快，过后
就认为“过时了”，自然会便宜。

如果不急需购买，建议电子
产品可以放在节后购买。

购物之前比较价格

有很多物品都会在节日的
前后进行销售，但是消费者并不
是每次都能与商家进行讨价还
价，要想避免口舌之争，记者建
议，大家在购物之前一定要比较
物品的价格，寻找到清单上物品
的最低价格，再比较节日期间当
前的物品的价格，能有效避免自
己花去更多的冤枉钱。

避免为能享受

刷卡优惠而消费

节日期间是消费旺季，商家
都会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同时随
着刷卡消费的普及，银行卡也就
成了重要的促销手段，比如 1 个
银联积分送 1 元人民币的“红
包”；刷卡购物满 300 元返 100 元；
刷卡购物满 300 元享六五折优惠
等。为此，很多人就会为了能享受
刷卡优惠而消费，但我们要清楚
节日促销折扣不一定划算，甚至
物品有可能还买贵了，浪费了钱。

购物不要使用分期付款

在节日购物季，不少商家和
互联网平台推出分期付款的购
物方式，让你享受着商品的同
时，后期慢慢的付款，能减轻购
物者的财务负担。

就比如线上购物平台中一
些商品就能进行分期付款。但事
实上，商家通过借钱满足消费者
需求，钱商家赚到了，而你背负

了一堆的债务，因此购物最好别
使用分期付款。

早作打算不仅能够在春节
消费高峰期买到称心如意的商
品，还能节约资金。但是在消费
的同时，还得“长个心眼”，不要
中了不法分子的圈套。

小心扫码送礼品新型诈骗

在超市门口、大型购物中心
等，总有很多赠送牛奶、食用油、
食品、工艺礼品等活动，但有些

“赠送”需要消费者扫描二维码
关注微信、填写身份证号、手机
号及点头视频等，这些涉及个人
信息的“赠送”往往是经过“精
心”包装的新型诈骗，骗子利用
所取得的信息开通账号进行贷
款等，让消费者不知不觉间背负
巨额债务。

在此提醒消费者一定莫贪
便宜，时刻提防个人信息泄露。

预定年夜饭需用心

“霸王条款”已成为近年年

夜饭绕不开的典型侵权现象。
因此，消费者在预订年夜饭
时，要尽量选择自己熟悉、口
碑良好、诚信经营、安全可靠
的餐厅。年夜饭一般为固定套
餐，最好实地挑选菜品，不要
被花哨的菜名迷惑，尽量弄清
每道菜的名称、内容、规格、价
格等。

年夜饭有哪些具体的收
费项目也要搞清楚，如：可否
自带酒水、有无最低消费、有无
开瓶费、包间费、以及订金、违约
责任等事项，避免因电话预定或
考虑不周，导致后期维权证据不
足而产生不必要的消费纠纷。

少买花炮减少污染

每到年底，烟花爆竹类产品
也迎来消费旺季。相关环保监测
数据表明，燃放烟花爆竹对于局
部、短时可吸入颗粒物的“贡献
率”不容忽视。我们倡导减少购
买和文明燃放烟花爆竹，践行绿
色、低碳、环保的消费方式，过一
个绿色低碳环保的春节。

消费者在燃放烟花爆竹时
要特别注意安全，在购买烟花爆
竹时要注重商品质量和品牌，防
范因质量伪劣带来人身财产伤
害的风险。

避免奢侈浪费，文明过节

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是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春节期
间，要养成合理消费的习惯，坚
持量入而出，不攀比奢侈，不盲
目开支，把中央有关规定和纪律
自觉落实到生活中去，自觉避免
奢侈浪费行为，文明过节。

隔记者 史大玮

距距离离春春节节已已不不足足半半月月，，现现在在除除了了忙忙活活工工作作上上的的事事情情之之
外外，，最最重重要要的的便便是是准准备备年年货货了了。。穿穿新新衣衣、、过过大大年年，，春春节节期期间间走走
亲亲访访友友、、邻邻居居串串门门、、大大年年三三十十团团圆圆饭饭都都需需要要春春节节礼礼品品、、食食品品。。
不不过过，，在在购购买买年年货货时时，，若若没没有有节节日日购购物物预预算算，，盲盲目目购购物物，，不不仅仅
不不能能买买到到质质优优价价廉廉的的商商品品，，还还有有可可能能多多花花钱钱、、浪浪费费钱钱。。本本期期
生生活活家家为为大大家家提提供供一一份份春春节节购购物物攻攻略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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