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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进口Jeep2014年度巨献9
速新一代城市SUV——JEEP 自由光在
河南泰菱4S店举行了上市发布会，作为
一款全新上市车型，自由光配备了全球首
款9速变速箱，将9速轿车与Jeep强悍的
四驱性能融合为一体，售价从37.59万元
起，共有2款动力选择，分别是2.4升虎鲨
发动机和3.2升Pentastar发动机。

Jeep自由光是一款中型SUV，定位
在大切诺基和指南者之间。全新的自由

光的设计风格和此前大不相同，虽然还是
7辐式进气格栅，但是格栅样式并非传统
的竖直设计。同时细长的车灯让这款车
显得都和此前的Jeep风格产品截然不
同。

内饰方面，新车采用驾驶者导向的设
计，车主还可以选装加热真皮方向盘等配
置。根据配置不同，新车仪表盘中的液晶
屏有3.5英寸单色和7英寸彩色两种，能够
显示例如油耗、导航、巡航以及四驱信息。

广汽菲亚特致悦上市 新马3定名昂克赛拉 Jeep自由光亮相泰菱

三款新车展示车坛新势力
3 月 7

日,广汽菲
亚特意式掀
背轿车Ot-
timo 致 悦
全国上市；3
月 10日,新
一代马自达
3"Axela"中
文名昂克赛
拉发布,并
定于5月正
式上市；3月
8 日 ，进 口
Jeep9 速新
一 代 城 市
SUV——自
由光在河南
泰 菱 上 市
……三款重
磅新车，展
示 2014 车
坛新势力，
向各自细分
市场发起冲
击。

3月7日，在上海世博会展
中心，广汽菲亚特举办了“新锐
新势力”意式掀背轿车Ottimo
致悦璀璨星光上市发布会。此
次上市的Ottimo致悦分别为
时尚版、舒适版和豪华版，共有
5 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10.88
万-15.88万元。活动中，广汽
菲亚特还与华谊兄弟时尚文化
传媒共同启动了旨在挖掘未来
风 尚 新 星 的“ 新 锐 新 偶 像
Fashion New Icon”选秀活
动。

Ottimo致悦诞生于菲亚
特-克莱斯勒欧洲设计中心，
当代顶尖汽车设计大师Ro-
berto Giolito 罗捷先生亲自
操刀，为 Ottimo 致悦塑造了
锐气十足的前脸风格，玲珑有
致的侧面线条和饱满张扬的尾
部造型，是一款拥有纯正意式

风情的两厢掀背轿车。为了追
求极致的驾驶享受，Ottimo致
悦引入了领先同级的7速双离
合变速器，这款在阿尔法·罗
密欧Giulietta 6 速双离合变
速器基础上进一步研发的全
新7速双离合变速器，拥有可
靠而高效的科技，出色的燃油
经济性与畅快的换挡体验，
250牛·米的最高可承受扭矩
更是领先于其他品牌的同类
产品，堪称时下同级竞品中最
先进的传动系统。同时，Ot-
timo致悦全系搭载了菲亚特
动 力 科 技 的 代 表 作 品
1.4T-JET高效涡轮增压发动
机，高达 110 千瓦/230 牛·米
的优异性能令众多追随者难
望项背，80.41千瓦/升的超高
升功率足以媲美众多高端运
动车型。

昂克赛拉是什么？是新一代马自达
3"Axela"的中文名。无论是绚丽的红色
外观，还是“魂动”的整体设计，都显示着
新马自达3的年轻人属性。3月10日，长
安马自达在杭州对昂克赛拉的“魂动”设
计、“创驰蓝天”技术和智能科技作了详尽
解读。

昂克赛拉最直观的特点就是外形和
颜色，可以用惊艳来形容。“标识之翼”进
气格栅，比上一代马自达3显得更加年轻
和动感；而之前只在车展上使用的“匠涂”
涂装工艺被运用到量产车上，更体现昂克
赛拉锁定的年轻群体张扬炫动的追求。

作为回归马自达独有的驾驶乐趣的
车型，昂克赛拉采用了和马自达CX-5一
样的“创驰蓝天”技术，实现了13:1的高
压缩比，采用了4-2-1式排气系统。长安
马自达称，昂克赛拉采用的“创驰蓝天”技

术，在动力提升30%的同时，油耗反而可
以降低20%~30%，从而使得昂克赛拉的
技术含量超越了所有日系车。

在配置方面，昂克赛拉也有自己的特
点，科技感十足的抬头显示屏幕除了能显
示车速外，还能显示导航系统的内容。另
外，如同iDrive般控制的7英寸屏幕也是
同级别车型并不多见的配置之一。

一个霸气的前脸，销魂的喷漆，流线
型的腰身和一个充满了科技感与驾驭乐
趣的车型，使得昂克赛拉对年轻人有一定
的亲和度，尤其是2700mm的轴距，已经
在消费者中有了“小号新马6”的说法。

长安马自达市场部总监祝振宇对本
报记者表示，吸取前一代马自达销售中的
经验，昂克赛拉将有1.5L和2.0L两种发动
机6款车型可供选择，现在昂克赛拉正在
接受预定中，预计会于5月份上市。

广汽菲亚特:Ottimo致悦全国上市

长安马自达:新马3定名昂克赛拉

□记者 赵丰玉 史歌 祁驿

河南泰菱：Jeep自由光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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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28、29、30、B14、15版

汽车租赁

●88起手续便捷15638889779
●婚庆商务自驾13838051685
●全新轿车18638008187
●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朋友租车郑东新区65581616

●49元起●包月半价69131616
●奥康达租车公司66766555
●奔驰奥迪别克13303837112
●客车商务旅游班车86595311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转让车辆
●油罐车转让03956506369

求购二手车
●急购新旧汽车15237155577
●郑州腾发花园路国基路西南

高价收2手车18039660000
●高价收新旧车13937100034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疏通钻孔清化粪池65183393
●好帮手保姆月嫂 65942095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高空清洗安装防水66300068
●通下水道清化粪池55555458
●鑫马家政专业保洁66661386
55555561美辰家政
66662288我爱我家
钟点工保洁卡打蜡地毯沙发

信息窗口

●社保养老咨询13673992227

招商

●河南创新综合缴费诚招各

地市、县代理13513718301
●中天万运快递招市、县总

代理及网点加盟4000056001
●全峰快递加盟13103710109
●年赚百万不是梦茂润烤鱼

帮您圆，招加盟商4000023896
●眼镜店加盟13598048752
●移动封顶POS机招地市代

理热线400-9999-248

●人民路2000㎡寻合作娱乐项

目13903839037、13653800584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www.egtjf.com
●招手工组装15668197911
●登封一植物园近200亩地

合作开发18503811117
●德国西门子电梯寻求全省

各地市、县总代理，经销商、兼

职、项目合作18339246111
东区项目合作
郑东新区省政府旁，

已建成3万平方米，

寻合作伙伴。

张先生：13733882297
想发财做建材
网址：www.zzgdjc.com

转让

●门面旺铺转租15713870697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秦岭路网吧转15036036036
●出国急转郑州高端时尚KTV
手续齐客户稳13393727731
●转嵩山路 4.5亩汽修厂有丰

富客户接手即赚15837141781
●一马路店面80平转66666196
●盈利中汉堡店13838060744
●舞阳县快捷宾馆转让

13838580388
●好药店转让15290848916
●300㎡适做咖啡13353803726
●位佳旺干洗店13083600308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网络建设推广托管87000777
●398起建网站15981824310
●500元当天用网站67516200
●微信再开发1680元67889860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88888707厂家车移修收空调

电脑维修

●汇科维修20元上门63556955
●修电脑20元上门15286812118

让饭店酒吧

●430㎡饭店转15093377567
●400㎡饭店转让13676922675
●转700㎡火锅店13837197788
●转文化路360㎡15378769739
●餐厅低价转让15617709655
●转天明路140㎡13592482188
●转川菜馆270㎡18503866199
●转海关对面2700平，凯旋门

2300平精装营业中15138951522
●位佳230㎡饭店15037191903

●繁华地段大型高档自助火

锅600㎡ 营业中18037862828
●低价转让合作分割经三路

广电路口饭店15838326668
●营业中餐厅急转面积 110㎡
新装修电话：13523534248
火锅店转让

航海与淮南500平方可上下

停车18927559558

转让商铺门面

●转纬五路商铺13598800998
● 一楼旺铺转15188395552

寻人启事

●王和平，男，62
岁曾化名：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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