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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1 日，东风雪铁龙
C3-XR及全系T+STT城市
挑战试驾会在郑州开战。

活动现场，挑战者在专业
车手的带领下，在红绿灯、直
线加速、湿滑路面、麋鹿测试、
颠簸路面、S弯等六种不同路
况下，分别体验了C3-XR的
高效动力、智能驾驭、美学设
计。

C3-XR动力强劲、加速
能力很强。只需轻踩油门，就
能得到强劲充沛的动力。动
力来得也很快，加速之间有很
强的推背感。转弯时，方向精
准度丝毫不受快速行驶的影
响。底盘出色，颠簸路面车身
弹跳也不大。此外，配备多路
况适应系统，操作舒适。平均
时速29km/h时，百公里油耗
7.13L，最高可节省15%的油
耗，大大减少废气排放，优于
同样是1.6L+4AT组合的老
款雪铁龙。

国产英菲尼迪QX50、全新东风标致508、东风雪铁龙C3-XR——

试驾挑战展示驾控性能
核心提示：3月19日，国产英菲尼迪QX50举办全国试驾会；3月21日，全新东风标致508、东风雪铁龙C3-XR分别在

郑州推出试驾会和挑战赛……一周来，多款新车通过不同的体验活动，向消费者展示各自的驾控性能——

□记者 杨刘浩 李荩

如果谈起国内市场进步明
显的豪华品牌，英菲尼迪绝对
算是一个。紧随Q50L的国产
化步伐，QX50成为英菲尼迪
首款国产的SUV。3月19日，
记者有幸同这款刚刚上市不久
的“大个子”进行了一次亲密接
触。

和很多车型实现国产化后
一样，加长成了QX50的重要
改变。得益于2880mm的超
长轴距，前后排乘坐空间都极
为宽敞，各种储物空间也更显
富余。QX50的内饰精致而富
有质感，中控台上一块指针式
石英钟，彰显出豪华品牌与众
不同的品位。

主动安全方面，QX50的
表现相当到位，并线盲区监控
系统、车道保持系统、ACC自
适应巡航系统一个不少。全景
泊车系统能轻松监控车身外
360度环境，还能在屏幕上看

到转向轮的动态。
动力方面，英菲尼迪采用

成熟的2.5L V6自然吸气发动
机搭配七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这套动力系统的流畅与平顺令
人印象深刻。但在丽江这种高
海拔地区的山路爬坡时，自然
吸气发动机就显得有些吃力，
即便深踩油门车辆也要迟疑一
下才会作出反应。不过，一旦
切换到手动模式，QX50的表

现就会焕然一新，不论是爬陡
坡还是超车都轻松自如。

另外，QX50的车内静音
表现和底盘滤震表现非常优
异，符合其豪华SUV的定位。
无论是胎噪、风噪还是发动机
噪音，几乎对车内谈话没有任
何影响。行驶在非铺装路面
时，底盘也能很清晰地过滤掉
细碎的震动，保持良好的乘坐
舒适性。

3 月 21 日，全新东风标致
508大型尊享试驾会在郑州开
启。

全新508有针对性地推出了
三种动力系统，分别为1.6THP
涡轮增压发动机、1.8THP涡轮
增压发动机以及2.0L CVVT自
然吸气发动机，全面提升了自己
的动力表现。同时，新加入的发
动机启停功能，也有效降低了油
耗，其1.8THP车型的百公里油
耗仅为6.9升。

外观方面，全新508的前脸
采用了标致最新发布的概念车
EXALT的设计理念。其三横幅
式中网格栅简洁有力，站立式狮
标镶嵌于内，更具品牌辨识度，
前大灯造型犀利，配合全新设计
的保险杠，前脸整体看上去比老
款更为精致。

配置方面，全新508全系标
配 多 媒 体 播 放 器（带 USB、
AUX-in接口、蓝牙功能及收音
机），除最低配1.6THP致逸版之
外，其余车型均配备真皮方向盘
及真皮座椅。顶配1.8THP旗舰
版采用的则是Nappa真皮座椅，
并带有驾驶员电动按摩、座椅记
忆等功能。

国产英菲尼迪QX50：
操控感十足的“大个子”

东风雪铁龙C3-XR：
城市挑战赛抵达郑州

全新东风标致508：
郑州举办试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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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新车不限里程6764161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设计施工 ●李丽预算标书15837190386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专业建筑设计15238618651
●加固改造拆除18003820332
●工程预决算13015533300
办公店面商场
设计装修55695655价优

敬告：
使用本栏目信息请供需

双方认真核实有关证明材料，
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1万
平可分割注册13525515567
●西四环8千㎡招租4S店
厂房酒店仓库18738195081
●禹州市禹王大道繁华地段

12 层 1.7 万㎡综合酒店招商

（银行、知名品牌酒店、餐饮、

足疗等与酒店相配套行业）

招商电话：13526834307

●二七商圈1000㎡商务办公

场地整体招租13838123067
●食堂窗口招租18638602201
●金水路润华商务花园纯商务

写字楼招租 63616111/222
●陇海东路325号一层商铺

1000㎡可做服装、银行、超

市等，招租电话13938231790
冯先生

●中牟五通一平土地招租120
亩交通便利13703799978
●黄河南路整楼 2.6万㎡可分

租（办公商业）15036156363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一楼招租800㎡13939080235
●万象城正门对面商铺出租

173m2，13938578195
●经三路纬四路附近底商一

二楼1200平方米13937166607
●主干道门面房上下两层

1800平长租十年186371098195A写字间租
金水路黄金地段、价优、精装

修15838249916

求购求租

●培训学校求租1-2千平米办

公教学场地15713716719

●急需各类仓库8万平方米

18703838997
土地寻包

离市区20分钟车程，水电设

施良好，农村集体土地两千亩

寻求承包。联系人：曹先生：

15514511199

出租仓库厂院

●圃田大型国仓13673377326
●高新区厂仓院13598899953
●龙湖厂仓20000㎡15838021635
●平原新区大型标准化厂房招

租25000㎡电话13203733966

●西三环化工路一二层共25
00㎡厂仓有货梯13783493699
●九龙工业园区厂房3600
平米工业用地13526783338
●北四环厂房租13673661085
●南曹大型国仓15093167057
●外贸仓库2万㎡13333816830
●新田城厂房租15838325288
●尉氏厂房出租18103828444
●古荥厂院出租13633835869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28亩、车间11000
平方整体出售17703825160
上街场地招租

● 15639796166/60103052

房地产
●商铺超低价急售18638289978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转全产权厂房18538709728
●蓝堡湾小公馆18037166693
●东区多层洋房18037166693
海南养生房

依山而建，临水而居，森林
氧吧，长寿福地。海南省重
点项目，70年大产权。城中
央首席200亩原生态宜居花
园洋房。精装现房，即买即
住，首付3万，购房送往返
机票。办事处：郑州金水路
297号,热线：13027721530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家佳美55518187保姆保洁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好帮手保姆保洁65942095
●星级保姆保洁育婴65942095
●满意月嫂育婴保姆63882177
●石材养护外墙清洗85395209

●鸿基梦家政●全国连锁
86111371●63521082

招商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供应土元种、苗13613716021
●广通快递招商15514539133
●飞鹰货运诚招郑州市区、地
市县加盟代理商：15937108331

●亚风快运招商15638817058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专业绿化养护13283882322

转让
●盈利宾馆转让15713870691
●诊所转让18937169933
●转600㎡中西餐厅18939258967
●位佳饭店400㎡15936250087
●高端会所转让13803838323
●蓝堡湾商铺转13027626166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398起建网站15981824310
●P2P系统开发18638551072
●网站软件APP定制53395926

让饭店酒吧
●转国基路饭店13073778335
●500m2饭店改为中餐火锅均
可房租低位置佳13253682333
●小板凳火锅店股份转让黄
金地段位置绝佳15093370305

酒吧招租
农科路酒吧街3000㎡酒吧
招租价格面议15137110002

寻人启事
●张新明男47岁
封丘人常住郑州
智障知道老家地
址15年2月23日
在火车站西广场
走失至今下落不明走时穿绿
棉袄灰裤子脚穿老北京棉鞋
望知其下落者联系1307371
7728 13525592151定重谢！

转让商铺门面
●英协路200门面13838189463
●门面旺铺转租 15713870697
●金水路足疗店转让 1400平
方15188327625

公告
●河南富日达物流有限公司
的 豫 交 运 管 许 可 郑 字
410101023760 号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声明注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