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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羁灵魂，优雅呈现

玛莎拉蒂Ghibl i向年轻精英们诠释了生而不同的独特标签。舒适便捷的创新

科技、源于百年赛道基因的非凡性能，Ghibli满足您对豪华运动轿车的期待。

卓越的细节、不羁的风格、非凡的品质，彰显玛莎拉蒂的无界精神。无论您选择

何处，无论您向往何方，玛莎拉蒂Ghibli始终以灵越动感之姿，满足您对梦想

座驾的渴望。

Bold and Eleg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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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久历史，传奇之作

首款玛莎拉蒂Ghibli轿车由乔盖托 ·乔治亚罗设计，于1966年

亮相意大利都灵车展。当时的乔治亚罗虽年仅20多岁，但已被视

作一位设计天才。事实的确如此，他采用2+2座椅布局，“溜背式”

设计、弹出式前大灯和前卫的鲨鱼鼻造型，让这款车型一炮而红。

最新款Ghibli轿车重新演绎1966年第一代车型的精髓，以及

玛莎拉蒂对创新、竞逐和胜利的炙热渴望。缔造奢华享受，

采用优雅而张扬的设计风格，凝聚先进科技，以及更激越人心

的强劲性能。

G h i b l i  |  1 9 6 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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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动力，纵情驾驭

在高速驾驶中始终保持充沛动力，是玛莎拉蒂所有车型的核心精髓。

新Ghibli轿车系列搭载V6或新型混合动力发动机，为旅途提供充沛动力。

L4发动机——新Ghibli GT锋芒版 V6发动机——新Ghibli Modena



MODENA 

灵感源自玛莎拉蒂的家乡——意大利摩德纳(Modena)。MODENA为玛莎

拉蒂新Ghibli增添动感魅力。

MODENA 

灵感源自玛莎拉蒂的家乡——意大利摩德纳(Modena)。MODENA为玛莎

拉蒂新Ghibli增添动感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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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NA 
灵感源自玛莎拉蒂的家乡——意大利摩德纳(M o d e n a)。

MODENA为玛莎拉蒂新Ghibli增添动感魅力。

GT
玛莎拉蒂新Ghibli GT锋芒版内饰精致优雅，彰显玛莎拉蒂“伟大的旅程”

的精神，以更加震撼的速度随心驰骋，尊享舒适驾乘体验。

2022年，玛莎拉蒂新Ghibli系列将推出两款车型配置：新Ghibli GT锋芒版,新Ghibli Modena。

玛莎拉蒂标志性格栅上傲然呈现玛莎拉蒂三叉戟徽标，引擎盖上则设计有全新的玛莎拉蒂椭圆形

标识，侧通风口处刻有两款车型徽标，尽显您不羁无畏的个性。车身后部的C柱上傲然呈现玛莎拉蒂

全新Logo，动感之美融合迷人意式设计，各种征途，无畏进取。

两款车型配置，邂逅非一般的玛莎拉蒂

Two new trims for a unique encounter



 

新Ghibli GT锋芒版

 The Ghibli Collection 无限可能，唤醒不羁自我

玛莎拉蒂新Ghibli系列

最大功率

330HP

0至100 km/h加速时间

5.7sec

发动机配置

L4

最大扭矩

450Nm

最高车速

255km/h

驱动形式

RWD

新Ghibli Modena

350HP 5.5sec V6 500Nm267km/h RWD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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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Ghibli - 侧通风口和Modena徽标

新Ghibli - 座椅头枕细节  

新Ghibli - 格栅 

新Ghibli——唤醒不羁自我

无论选择何处，向往何方，玛莎拉蒂Ghibli始终以年轻之势，唤醒你的不羁灵魂，

开启速度与激情的高光时刻。

�

舒适便捷的创新科技、源于百年赛道基因的非凡性能，Ghibli满足您对豪华运动

轿车的期待。无论日常出行或长途旅行，都将为您提供灵感。

玛莎拉蒂新Ghibli系列将有两款车型配置：新Ghibli GT锋芒版和新Ghibli Modena。

每款都可以根据您的喜好，量身定制您的专属座驾。玛莎拉蒂新Ghibli GT锋芒版

将为你带来奢华舒适驾乘体验，玛莎拉蒂新Ghibli Modena将为驾乘增添动感魅力。

最大扭矩

500Nm

最大功率

350HP

0至100 km/h加速时间

5.5sec

发动机配置

V6
最高车速

267km/h

驱动形式

RWD

 



1614 15

330HP

M a x  p o w e r A c c e l e r a t i o n
5.7sec

M a x  s p e e d
255km/h

E n g i n e  l a y o u t
L4

Tr a c t i o n
RWD

M a x  t o r q u e

450Nm

Ghibli Hybrid - Side air vents

Ghibli Hybrid - Headrest detail

Ghibli Hybrid - Iconic Saetta logo on C-pillar

Ghibli Hybrid-Perfomance charged

The natural world is full of moments where a single spark evolves into 
something new – an instant where hybridization acts the catalyst 
for change. From the same inspiration comes the new Maserati 
Ghibli Hybrid:
a new Era for the Brand. The Ghibli Hybrid ignites Maserati’s future 

the marque, where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have always met with 
high performance automotive engineering, to drive Maserati forward 
towards a more sustainable future. Faster than diesel, greener than 
gasoline: the Ghibli Hybrid philosophy in a nutshell.

Find out more about Ghibli Hyb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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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Ghibli GT锋芒版 - 侧通风口和GT徽标

新Ghibli GT锋芒版 - 座椅头枕细节  

新Ghibli GT锋芒版 - C柱上标志性的Saetta徽标 

 新Ghibli GT锋芒版——锋芒 无界

自然激发灵感–想象交织的刹那，催化创新变革。玛莎拉蒂新Ghibli GT锋芒版

同样源于自然灵感：作为玛莎拉蒂新版车型系列的首款新作，引领三叉戟品牌

驶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Ghibli GT锋芒版续写品牌的辉煌传奇，点燃玛莎拉蒂

的未来。新Ghibli GT锋芒版搭载玛莎拉蒂历史上第一款混合动力型发动机，

凝聚创新设计和先进科技，出色呈现卓越汽车工程性能，推动玛莎拉蒂驶向

更加可持续的未来。新Ghibli GT锋芒版性能卓越，显著降低油耗和排放，带来

悦然高效的驾驶体验。

最大扭矩

450Nm

最大功率

330HP

0至100 km/h加速时间

5.7sec

发动机配置

L4
最高车速

255km/h

驱动形式

RW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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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华内饰，纵享旅程

Ghibli座舱内部舒适奢华，激昂动力尽在掌握，一触即发，随时

准备开启精彩旅程——奢华舒适，澎湃动力，纵情驾驭。Ghibli秉承

纯正的玛莎拉蒂“伟大的旅行”传统，车厢设计融汇优雅意式风格，

采用精美纯手工装饰，布局合理，空间宽敞。

置身于Ghibli的驾驶舱，手握方向盘，感受换档拔片，脚踏油门，

顷刻间重燃永不熄灭的驾驶激情。

A distinctive inv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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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动能，奢华之品

High-Powered Lux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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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传感器：

玛莎拉蒂新Ghibl i配备智能传感器和信号

分析系统，可计算外部污染水平，防止受污染

的空气和有毒气体进入车厢，提升车内

驾乘者的舒适度。

Q4智能四轮驱动系统：

即使路况不尽人意，玛莎拉蒂新Ghibli Modena车型的Q4智能四轮驱动系统仍然

能够出色兼具卓越的驾驶性能与最令人惬意的驾乘舒适度。玛莎拉蒂自主研发的

精密算法可持续监测座驾的动态输入数据（比如：车轮转速、车辆转向以及

偏航角度等等），甚至可以根据不同的驾驶风格敏锐监测车轮抓地力。对所有

数据进行处理后，Q4智能四轮驱动系统将立即为每个车轮建立专用的抓地力

评估，由此确保在任何路况中行驶时，都能随时获得最佳动态表现。

电气自吸门与舒适进入功能：

舒适进入功能让您无需触摸遥控钥匙即可打开车门。电动自吸门可以安全、

轻松、无声地关闭微微半开的车门，增加了车辆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尤其为

后座的儿童提供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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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充电器: 

只需将智能手机放在专用区域即可为其充电，无需通过

充电线把手机连接至充电端口。在靠近无线充电系统的

区域，分别设有两个USB接口，可供驾驶者和乘坐者使用，

既可充电，也可连接至信息娱乐系统分享数据。

 

MIA（玛莎拉蒂智能辅助）多媒体系统： 

玛莎拉蒂全新一代MIA智能辅助多媒体系统的

核心是强大的安卓汽车操作系统，为您提供极富

创意和个性的用户体验。10.1英寸无框高清

触摸屏（ 1 6 : 1 0）搭载全新图形界面。这款

显示器特别采用优雅弧形玻璃边缘。

车载Wi-Fi热点：

车载Wi-Fi热点是另一款很受玛莎拉蒂

Ghibli车主欢迎的服务。可在车内访问

互联网信号，最多可同时连接3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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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速ZF自动变速箱：

玛莎拉蒂新Ghibli轿车系列中精密的8速ZF自动变速箱让您掌控引擎动力。

其先进的变速设计可以确保精准的换挡和卓越的性能。由于采用了自适应

软件，变速箱根据驾驶风格选择适宜的换挡模式，提供更有价值的专属

驾驶体验。其中，最后两档（第七档和第八档）经过特殊调校，可在长途

高速驾驶中降低油耗，并进一步提升舒适度。

可折叠后排座椅：

需要安全存放滑雪装置或滑雪板包？60/40比例可分开折叠

座椅靠背提供多功能的载货能力。当较小一侧的座椅完全向下

折叠时，就可以获得一块连续平整的装载区域，能够容纳大型

设备和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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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式工艺：

打开玛莎拉蒂新Ghibli的车门，优雅的意式风格和手工制作的饰件尽览无余，

共同营造全面的感官享受。

玛莎拉蒂新Ghibli选用上乘皮革。品质出众的Pieno Fiore奢华天然

全粒面皮革触感柔软非凡，具有高质量和耐久性。这款非常受欢迎的

上乘皮革，其纹理雅致、沁发着天然皮革清香，随着时间的沉淀，

愈发绽放华美光泽。Pieno Fiore奢华天然全粒面皮革以其出众的品质，

从12款各具特点的上乘皮革中脱颖而出，最终被选定作为玛莎拉蒂

专属坐椅皮革。



随时掌握座驾性能，尽享舒适和安全，让每次旅程都成为充满激情的独特驾乘

体验。全新的玛莎拉蒂互联系统确保您的座驾与您的驾驶习惯与需求无缝连接，

尊享更高驾乘体验。

远程服务：

您可以通过玛莎拉蒂互联系统APP，随时了解座驾的燃油水平、

胎压、里程、油液使用寿命以及车辆健康报告卡，包括动力总成、

刹车及悬挂系统、油料及液体、安全系统的检查情况。每次熄火

之后车辆即自动更新各项信息。�

您的玛莎拉蒂 与您紧密互联

Your Maserati connected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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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The Ghibli is equipped with an impressively comprehensive range of 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s. It means even greater peace of mind,  whether you’re on an exclusive 
grand tour or a dash through the city.

What if your car could alert you about the speed limit sign 

temporary speed limits and overtaking restriction zones.

Highway Assist System (HAS)
Ever imagined you could combine the virtues of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the Lane Keeping Assist? The 
Highway Assist System (HAS) is a level 2 autonomous 
driving system, designed to help you steer, accelerate, 
brake and keep your vehicle in its lane, especially when 
you’re driving on highways or limited access freeways.

Lane Keeping Assist (LKA)
Want to make your highway and freeway drive safer? 
The Lane Keeping Assist (LKA) is a safe driving feature 
that is designed to identify lane markings and initiate a 
steering maneuver in order to prevent unintentional lane 

look out for.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Thanks to a camera in the rear-view mirror that monitors 
road markings ahead, the Lane Departure Warning 
system helps the driver keep the vehicle in the chosen 
lane on motorways and main roads. This reduces lane 

warning when the vehicle crosses lane markings without 
signalling. Activation of the turn indicator overrides the 
system.

Active Blind Spot Assist
Need some help to look over your shoulder electronically? 
The Active Blind Spot Assist (ABSA) detects vehicles 
entering your side and rear blind spots when changing 
lanes, overtaking and parking. It’s a driving safety feature 
that will help you face one of the biggest perils of the 
road.

Surround  View Camera
This provides a clear 360° view around the car, helping 
with parking and highlighting otherwise hidden 
obstructions. Images are captured by two cameras 
beneath the door mirrors plus front and rear cameras and 
shown on the main display screen.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e Go
Need more driving comfort with enhanced security when 
driving on highways and freeways? The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ACC) with Stop & Go adjusts your speed to 
maintain the preset distance from the vehicle ahead. You 
will feel safer than ever when driving on highways and 

Forward Collision Warning Plus 

Collision Warning Plus system reduces the risk of rear-
end collisions to prevent or limit vehicle damage.

Rear Cross Path Function 
This is a welcome feature that emits a warning when an 

reversing out of a parking space.

Front and Rear Parking Sensor and Reversing Camera
To assist with manoeuvring in tight spaces, the Ghibli 
comes equipped with parking sensors in the front and 
rear bumpers. In addition, there is an optional rear-view 

of what is behind the car on the Maserati display.

Active Driving Assist
Active Driving Assist is an extension of Highway Assist 
introduced on Maserati range on MY18. This new system 

B-roads urban, extra urban roads or high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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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拉蒂新Ghibli搭载了一系列功能全面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在某些情况下，玛莎拉蒂新Ghibli的高级驾驶

辅助技术可以让您在驾驶时保持更加平和的心态。例如，面对拥挤的交通状况，系统能帮助您更安全、更轻松

无忧地抵达目的地。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车道保持辅助（LKA）

想进一步提升您的行车安全吗？玛莎拉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LKA）具备安全驾驶辅助功能，可实时监控并识别前方道路标线，

发起一个转向辅助，防止无意越线。这是一个在您行驶过程中

必备的安全配置。

车道偏离预警系统

车内后视镜装备有摄像头，可监测前方道路标线，车道偏离预警

系统帮助驾驶者在高速公路和主干道选定车道内行驶。若车辆

未打转向灯而越过车道标线，该系统会发出警示，降低车道偏离

和横向碰撞的几率。打开转向灯后系统会关闭此警报。

主动盲点辅助功能

您是否希望有电子辅助功能帮助您监视驾驶盲点呢？

当您驾驶变换车道、超车和停车时，主动盲点辅助系统（ABSA）

将检测到进入您侧面及后方盲区的车辆。此项驾驶安全功能将

帮助您避免驾驶道路上最大的危险之一。

360° 全景泊车影像系统

此系统可提供车辆周围360°的全方位清晰影像，可辅助泊车以及

帮助驾驶者观察到盲点区域的障碍物。影像来自两个位于车外

后视镜下方的摄像头以及前视和后视摄像头，并且将影像显示在

主显示屏上。

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自适应定速巡航系统

当您在高速纵情驰骋，或是于城市穿梭时，想进一步增强安全

性能吗？玛莎拉蒂带有自动启停功能的自适应巡航控制系统

（ACC）能够持续监测与前车的间距，保持预先设置的安全距离。

帮助您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同时为您有效减小车辆荷载，提升

安全性能。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升级版�

想在拥堵的交通状况下仍保持安全驾驶吗？无论高峰拥堵或交通

堵塞时，玛莎拉蒂前方碰撞预警系统升级版将帮助驾驶者降低

追尾事故的风险，以预防或防止车辆损坏。

后部侧方预警功能

这是一项很受欢迎的功能，当驾驶者正在倒车离开车位时，一旦

探测到两侧盲区突然出现的车辆，该系统将发出警告。

前后泊车雷达和后视泊车影像�

为了帮助驾驶者在狭窄空间内轻松泊车，玛莎拉蒂新Ghibli在前后

保险杠内均设有泊车雷达。此外，客户还可选配后视泊车影像，

靠近后备箱锁的位置安装，它可在显示屏上显示车辆后部的影像。

交通标志识别

假如您的爱车能提醒您关于限速的标志会怎么样？玛莎拉蒂交通

标志识别系统可监测3种交通标志：限速、临时限速、以及禁止

超车区域，为您行车提供重要帮助。

主动驾驶辅助系统

无论行驶在城市辅道、乡间小路还是高速公路上，这项全新的

驾驶辅助系统都能为各种良好路况驾驶提供支持。 

公路辅助系统（HAS）
玛莎拉蒂新Ghibli将自适应巡航控制体系与车道保持辅助系统

完美结合。公路辅助系统（HAS）是二级自动驾驶系统，旨在

帮助驾驶者安全使用驾控、加速、刹车以及保持行驶车道，尤其

是当您在公路或高速路上驾驶时。

Advanced Driving Assist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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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台玛莎拉蒂都是一件唯巧手匠心方能打造呈现的艺术珍品。我们将根据您的需求，

定制打造唯您专属的玛莎拉蒂Ghibli。

个性化定制

Build Your Own

个性化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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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你的独特个性，为你量身定制的玛莎拉蒂专属座驾。�

Fuoriserie是玛莎拉蒂推出的全新私享定制项目，为你打造兼具个性表达与专属尊崇的定制座驾。

释放无畏，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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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O R S E

FUTURA

UNICA

赛道

Corse（赛道）系列为经典风格、“绅士车手”时代的

爱好者，以及玛莎拉蒂传奇故事的忠实拥护者而专门

打造，其设计灵感源自于玛莎拉蒂辉煌的赛车传统。

个性

Unica（个性）系列面向追求“当下”

的潮流主角。其灵感源自玛莎拉蒂对

瞬息万变的时尚、艺术和文化潮流的

独特诠释。

未来

Futura（未来）系列面向那些充满激情和能量，且乐于

拥抱创新的客户，如未来主义者以及新潮科技和创新材料

的追求者。该系列为对未来充满期待的人士而打造。�

了解更多

三大定制系列释放无限可能。遵从你的内心，无论是卓越性能、现代风格亦或创新科技，

我们探索多样的个性化组合，缔造能代表你的玛莎拉蒂座驾。�

定制系列

Made to measure Col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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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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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

气缸数量和布局

排量

最大功率

最大功率转速

最大扭矩

最大扭矩转速

性能

最高车速

0至100km/h加速时间

燃油消耗量（混合工况）

传动系统

变速箱

驱动形式

尺寸和重量

长

宽（包括后视镜）

高

轴距

最小转向直径

燃油箱容积

整备质量

接近角

离去角

L4

1995 cm3

243 kW

5750 rpm

450 Nm

2250 - 4500 rpm

255 km/h

5.7 s

7.8 L/100Km

8速ZF自动变速箱

后轮驱动

新Ghibli GT锋芒版

4974 mm

2099 mm

1484 mm

2998 mm

11700 mm

80 L

2020 kg

14°

18°

V6 60°

2979 cm3

257 kW

5500 rpm

500 Nm

2000 - 4500 rpm

267 km/h

5.5 s

10.1 L/100Km

8速ZF自动变速箱

后轮驱动

新Ghibli Modena

4971 mm

2099 mm

1455 mm

2998 mm

11700 mm

80 L

2005 kg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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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世界，无限可能

A world of pos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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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莎拉蒂大师驾驶课程

全世界的玛莎拉蒂车主都想亲自体验释放指尖的全部潜能，驾驶玛莎拉蒂在赛道

疾驰转弯的激情体验。玛莎拉蒂大师驾驶体验将提供专业指导课程，您可以深入和

安全地体验玛莎拉蒂全系车型的性能边界——MC20，Trofeo系列的Ghibli和Levante。

关于玛莎拉蒂驾驶体验详细信息，敬请访问玛莎拉蒂网站mastermaserati.com，

或者，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请发送邮件至info@mastermaserati.it。

金融服务

玛莎拉蒂金融服务包将帮助您根据自己的需求定制您的购车计划，最终以市场中的

优越条件购得适合自己的玛莎拉蒂。玛莎拉蒂授权经销商将非常高兴地向您介绍

多样化的支付方式并提供专业化的购车建议，根据您的要求量身定制一套具有高度

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56 57

工厂参观

参观位于意大利摩德纳的玛莎拉蒂工厂，了解所有新款MC20

超级跑车的生产。此项专享工厂之旅将历时1小时45分钟，其中

包括玛莎拉蒂品牌100多年历史介绍和车型系列展示，以及参观

装配线、发动机实验室、涂装设施以及玛莎拉蒂官方精品店。

参观展厅：展厅之旅历时40分钟，将为您全面介绍玛莎拉蒂的

百年历史及车型系列。如需了解更多关于参观工厂的详细信息，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factorytour@maserati.com

工厂交付

在展厅享用完迎宾咖啡和饮品后，将由专人及摄影师陪您参观

历史悠久的玛莎拉蒂工厂。全新玛莎拉蒂将在此为您启幕！

在我们告别愉快的工厂参观之前，已为您提前准备好参观之旅

精品照片，我们将以数字相册形式发送给您。所有车型均可在

摩纳德工厂交付，同时，工厂将把您的爱车交付至您当地的

玛莎拉蒂官方经销商。

玛莎拉蒂精品

“玛莎拉蒂精品”包括高品质休闲服/各式物品和三叉戟品牌标

识商品，是为希望分享玛莎拉蒂的激情，与这一出色品牌建立

密切联系的客户而专门开发的。“玛莎拉蒂精品”可通过任意

一家玛莎拉蒂经销商购买，也可在位于摩德纳的玛莎拉蒂展厅

中的精品店购买。

玛莎拉蒂俱乐部

加入尊贵的玛莎拉蒂俱乐部意味着与其他玛莎拉蒂车主一起分享

独到的见解、非凡的经历和激动人心的体验，并且应邀参加在

世界各地举办的别具一格的驾车活动。各个时代的玛莎拉蒂汽车的

拥有者们都有机会参加专门为玛莎拉蒂俱乐部成员举办的一系列

活动，充分享受驾驶玛莎拉蒂汽车的乐趣。玛莎拉蒂俱乐部将

该品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玛莎拉蒂原装配件

玛莎拉蒂原装配件可谓设计与功能的精妙结合，满足玛莎拉蒂

车主的各项需求。每一款配件都关注细节、风格和品质，充分体现

玛莎拉蒂的品牌精髓，即不懈追求舒适与性能之间的精妙平衡。

秉持玛莎拉蒂最高工艺标准打造，玛莎拉蒂新Ghibli配饰系列

既确保了卓越的实用性能，又可提供给专属个性配饰。

客户计划

无论是工作日上下班，还是开启一段难忘旅程，驾驶玛莎拉蒂都是

一生难忘的体验。因此，玛莎拉蒂专门创建了客户计划，确保

您的玛莎拉蒂新Ghibli行驶的每一英里都能得到关怀并且发挥

卓越性能。玛莎拉蒂维护计划或延长保修计划让您的驾驶旅程

格外省心。

玛莎拉蒂经典产品

“玛莎拉蒂经典”专为玛莎拉蒂古董车迷和车主而设立，专为希望

体验品牌辉煌历史的人士提供服务。“玛莎拉蒂经典”可为

玛莎拉蒂客户的爱车提供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服务，并可在

玛莎拉蒂历史档案馆内存放。

探索三叉戟品牌天地

The World of the Tr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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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

美国

加拿大

中美洲/南美洲

阿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危地马拉

墨西哥

巴拿巴

秘鲁

波多黎各

乌拉圭 

非洲及中东

巴林

埃及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摩洛哥

阿曼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南非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欧洲
安道尔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保加利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爱沙尼亚
法国和摩纳哥
德国
希腊
匈牙利
以色列
意大利
立陶宛
卢森堡
荷兰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乌克兰
英国

亚洲/大洋洲

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哈萨克斯坦

马来西亚

新西兰

菲律宾

新加坡

韩国

泰国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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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作为广告宣传资料供客户了解玛莎拉蒂汽车之用，内容仅供参考，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视为玛莎拉蒂及其授权

经销商认可的协议、承诺及其组成部分，也不具有任何保证或声明之效力。

本手册中关于产品的图片和文本是印刷时可获得的最新产品信息。玛莎拉蒂有权在不进行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不时

更新手册中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更新产品的颜色、设计和技术特征。

本手册中包含的相关外形、内饰、规格、配置等信息可能仅针对部分特定车型，并非适用于全部车型。如需了解更多

详情及产品最新信息，敬请致电玛莎拉蒂当地授权经销商或浏览www.maserati.com.cn
扫一扫，关注官方微信

WWW.MASERATI.COM.CN

Sep, 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