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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价 6.98 万-9.88 万元

吉利全新帝豪兰州上市
本报讯 5 月 13 日，
吉利全新帝豪在
兰州天毅汽车城举行上市发布及试驾品
鉴会。新车推出了 1.5L+CVT 和 1.5L+
5MT两种动力组合共6款车型，
官方指导
价为6.98万-9.88万元。
外观方面，吉利家族式前脸使得整
车更显舒展大气风范，全新帝豪的尾部

进行了全新设计，
造型更加时尚。最显眼
的当属飞瀑式 LED 尾灯，
科技感十足；
内
饰方面，
全新帝豪延续了吉利全新家族式
环抱一体式座舱、拱桥式中控台设计、吉
利家族回纹等设计元素基础上，细节处
理、
选材用料等方面更具匠心。
在 空 间 上 ，全 新 帝 豪 车 身 尺 寸 为
4632x1789x1470mm，轴距为 2650mm，同
级别车型中空间都非常充裕；
8英寸高清电
容触摸屏集成了全新一代G-Netlink吉利
智能车载系统，
不仅支持CarLife及CarPlay双机互联、
智能语音交互、
高德地图智
能导航、
4G 车载通讯、
百万在线曲库及网
络电台等丰富实用功能，
更具备手机 App
车辆远程控制如：解闭锁车辆、启停发动
机、
关闭车窗、
闪灯鸣笛、
开关空调等，
为消

费者带来智能便捷的用车体验。
安全配置，
全新帝豪不仅配备了集
ABS 防抱死制动系统、EBD 电子制动
力分配系统、ESC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
HAC 上坡辅助系统、HBA 制动辅助系
统、
TCS牵引力控制系统六位一体的全
方位安全系统，
还有领先同级的 TPMS
智能胎温胎压监测系统、
智能高清行车
记录仪、前后泊车雷达、倒车影像带动
态引导线等丰富越级配置。
动力方面，
全新帝豪则搭载了成熟
稳定的 1.5L DVVT 发动机，最大功率
为 80Kw，最大扭矩为 140N·m，匹配
5MT 和 CVT 两种变速箱，
百公里综合
油耗低至 5.7L 和 5.9L，兼具动力性和
燃油经济性。

开创车市全新销售模式

广本诚利源向神州交付首批专购雅阁
本报讯 5 月 14 日下午，广汽本田
甘肃诚利源店门前 28 台全新广本雅阁
整齐摆放，经过简约而务实的仪式，由
神州买买车统一集采的首批专购雅阁
正式交付。甘肃诚利源与神州买买车
的强强联手，开创了甘肃汽车市场一种
全新的销售模式。
据广汽本田甘肃诚利源店总经理
姚淼介绍，此次集采交车称为全新的销
售模式是因为诚利源店通过市场开发，
为神州买买车大客户提供价低质优的
品牌车型，而神州买买车则通过自身渠
道优势以多种金融方式或售或租，为特
别客户群体解决用车问题，此种全新销
售模式在于各方让利，形成集中销售释

放，最终形成各方共赢的局面。
神州买买车兰州区域负责人张瑞军
表示，选择集采广本雅阁一来顺应市场
对好车型的需求，二则神州买买车为自
身客户推出了 0 首付、0 手续费、含购置
税、送一年保险的汽车消费模式，全方位
提升了客户购车体验，好车与好政策结
合，必然可以得到市场认可。
据了解，作为广汽本田甘肃区域优
秀经销商，甘肃诚利源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成立 14 年来，以国际企业为目标，
通过向顾客提供世界最高水平的商品贡
献社会的公司宗旨以及尊重个性，三个
喜悦的基本理念及诚利源公司特有的
诚、信、勤、俭、和的企业文化服务于社会

为回馈广大彩民对“快 3”的喜爱和支持，甘肃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决定对“快 3”
游戏开展派奖活动，具体办法如下：
一、派奖主题：
“快 3”5000 万，
相约
“520”
二、派奖金额：
5000 万元
三、派奖期限：
自 2018 年 5 月 20 日至派奖金额派完为止
四、派奖规则：
（1）在全省电脑福利彩票专（兼）营投注站开展
“快 3”游戏派奖活动。
（2）对“快 3”游戏所有玩法采取固定奖加奖方式进行派奖，不同投注方法增加不
同的固定奖金。派奖金额在原来的基础上提高了 32%。
（3）派奖总额为 5000 万元，自派奖之日起算,实行全天派奖（即第 1 期～72 期，早
10 点—晚上 10 点），
直到奖金派完为止。
（4）如果派奖奖金在派奖期间某一天的中间派送完毕，则派奖延至当天最后一期
（第 72 期），
超出经费由该玩法调节基金补齐。
五、资金来源：
此次派奖活动所支出的派奖奖金从
“快 3”游戏调节基金中支付。
特此公告
甘肃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2018 年 5 月 14 日

庆阳、酒泉两地彩民
擒获双色球超值二等奖 30 万元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孟晴云） 5 月 13 日，福彩双色球第 2018054 期开
奖，开出红球 04、06、18、22、25、33，蓝球 16。当期头奖开出 4 注，单注奖金 1000 万
元。花落河北、江苏、湖北、新疆 4 地。当期二等奖开出 86 注，单注奖金 30 万元，我省
庆阳、酒泉彩民各喜获 1 银。
当期开出的86注二等奖中，
广东中出12注，
浙江10注，
黑龙江8注。我省庆阳市西峰
区陇东商场62280105号投注站彩民以56元8+1复式彩票收获二等奖1注、
四等奖12注、
五等奖15注，
共揽获奖金30.7万元；
酒泉市肃州区金泉路什字62210296号投注站彩民以
112元胆拖玩法彩票喜获二等奖1注、
四等奖15注、
五等奖30注，
收获奖金30.8万元。
当期双色球全国销量为 3.6 亿元。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0.7 亿元，下期彩
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得 1000 万元。

甘肃福彩甜蜜开启「快 」3 5000
万相约「 520
」大派奖

关于甘肃省福彩中心开展中国福利彩票
“快 3”游戏派奖活动的公告

各界，为客户推出 24 小时紧急救援服
务、30 分钟的快修服务、常回家看看售
后服务以及整车办牌、保险办理、代
赔、会员俱乐部及代审车等一站式服
务，
方便于公司的每一位用户。
而此次集采专购的广汽本田雅阁
凭借着尖端的技术、霸气的外观、可靠
的安全性等一直以来成为中高级轿车
的领军者。据悉，继此次首批 28 台雅
阁顺利交付之后，7 月份该店还将向神
州买买车交付 70 余台专购雅阁车型。

昂科威力挑 41°

本报讯 5 月 12 日-5 月 13 日，
2018
别克
“强者 U 乐园”
抵兰，
别克 SUV 家族
的最强能力者——昂科威在大润发广场
设下擂台，
挑战侧倾角为 41°的极限环
形车道，
尽享被
“仰”
视的荣耀！
基于通用汽车全新平台，
2018 款别
克昂科威采用了荣获
“沃德十佳发动机”
的全新一代 2.0T 直喷涡轮增加发动机，
可输出191Kw最大额定功率和353N·m
最大扭矩，
在HDC陡坡缓降系统、
智能全
路况四驱系统、
自适应系统、
HSA坡道辅
助系统等众多顶级越野配置的配合下，
能
从容带动昂科威驾驭6米高41°倾斜角
的展具谷顶。HDC陡坡缓降系统是昂科
威从容应对这崇山峻岭的越野利器之
一。它只有在车速低于 30km/h 且位于
坡度大于 10%的坡道上，此功能才会激
活。在U型弯41°倾斜角的坡度上体验
中平稳地从陡坡顶峰行驶到谷底，
整个过
程非常轻松顺利，
在魔鬼U型弯视觉和感
觉上得到充分的满足感。
在U型弯上昂科威竟然有一个轮子
是悬空的！这是要多强大的智能全路况
四驱才能办到。通用独有的智能全路况
四驱系统，
将四轮的动力分配由被动转为
主动，
大幅提升车辆脱困能力和驾驶稳定
性。最大50%的扭矩，
在极限条件也能淡
定轻松应付。别克昂科威强者U乐园，
精
心设置了2个不同的试驾乐园，
霸气的U
型轨道、
独特、
惊险的车手特技、
如同云霄
飞车般的刺激感受和轻松欢乐的互动游
戏区，
所有的一切，
昂科威等的就是你！

本报讯（兰州晨报/掌上兰州记者孟晴云） 记者近日从省福彩管理中
心获悉，5 月 20 日在这个充满爱情、温馨的特殊日子里，甘肃福彩甜蜜开
启
“快 3”5000 万相约 520 派奖活动。
此次派奖活动对
“快3”
游戏所有玩法都将采取固定奖加奖方式进行派奖，
不同投注方法增加不同的固定奖金（加奖奖级表见下图），
返奖率提升至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