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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河南车邦公司
在郑州举行了以“心赢销，享
车邦”为主题的新品战略发布
会，当日，来自全国的200余
家代理商，还一同走进河南车
邦生产基地——武陟工业园，
亲身体验了车邦产品的诞生
过程。

据悉，车邦公司2009年
革命性地开发出皮革面料的高
边立体全包围汽车安全脚垫，
彻底颠覆传统脚垫概念，掀起

汽车安全脚垫风潮。多年来，
车邦公司在产品设计开发方面
不断创新，产品涉及汽车脚垫、
汽车尾垫、汽车坐垫、汽车精品
等四大品类，产品涵盖400多
款主流车型，是广汇、庞大、中
升等4S集团的战略伙伴及一
汽马自达的供应商。目前，车
邦公司现在全国设有九个分公
司，十二个分厂，五十多个代理
经销商，一千余家形象店，一万
多家终端经销网点。

开体验营 推纪念版 发新战略——

精彩活动点亮中原车市

核心提示 | 2015年，全
国汽车市场形势低迷，汽车厂
商纷纷发力中西部市场，以期
找到增长点。一周来，从海马
M6智驾体验营、上汽大通
G10纪念版到河南车邦公司
发布新产品战略，多种活动在
中原市场精彩上演——

□记者 解元利 杨刘浩

6月 28日，海马汽车“1.5T
弯道王 海马M6智驾体验营”郑
州站成功举办。现场不但有丰
富多彩的体验项目，还有激烈的
计时竞赛、精彩绝伦的车技表演
和人气火爆的抽奖活动。

拥有10年CTCC中国房车
锦标赛参赛经验的海马汽车，通
过技术与经验的沉淀，成就了

“三年五冠”的荣誉传奇。今年，
海马汽车再次回归CTCC赛场，
采用全新车型海马M6参加超级
量产组级别赛事，实现车型与组
别双升级，与国际一流车队及车
手进行角逐。本次活动，海马汽

车也融合了CTCC赛事中的极限
竞技挑战，让现场消费者充分体
验海马M6的赛道风采。

被称为1.5T弯道王的海马
M6，基于海马汽车全新的R-Plus
轿跑平台开发，在海马汽车10年
赛道的历练和技术沉淀下，打造出
具有极强运动风格的底盘，其前悬
挂为麦弗逊式设计，具有极强的道
路适应能力，后悬挂为多连杆式独
立悬挂。前后悬挂采用了大尺寸
横向稳定杆的设计方案，使车辆操
控更平稳、更安全。动力总成方
面，海马M6全系配备1.5T高效涡
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达

120kW，最大扭矩为223N·M，百
公里加速时间仅为10.6秒。发动
机在1000转时，即可启动涡轮增
压，1800转时即可达到最大扭矩输
出，其搭载PUNCH最新一代CVT
变速器和先进6MT变速器，满足
用户对驾控的多元化需求。

另外，率先搭载海马汽车
moofun移动互联人车生态系统
的海马M6，还为“泛90”用户带
来了包括车生活、车管理、车服
务、车控制在内的全新移动互联
有车生活体验，将传统汽车价值
延伸到“运动”+“移动互联”双重
汽车价值。

6月27日，上汽大通G10
纪念版河南区域上市发布会
在河南聚龙4S店举行。全领
域MPV上汽大通G10自去
年上市以来，凭借大动力、大
空间、大科技、大形象等行业
领先的产品优势，销量日趋上
扬。为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上汽大通通过对G10
部分车型配置进行升级和改
进，于今年6月推出四周年纪
念款车型——G10纪念版。

G10纪念版搭载2.0TGI
高性能发动机，采用最新一代
的TURBO涡轮增压技术，最
大功率达到225马力，峰值扭
矩达345N·m。此外还提供

2.4L自然吸气发动机，满足消
费者多元化需求。在秉承
G10“大大的MPV”特点的基
础上，G10纪念版从科技智
能、安全实用、舒适驾乘等多
方面进行全新升级，满足以小
微业主为主要消费群体的用
车需求。主要增加铝合金车
轮、副驾驶安全气囊、豪华中
央扶手箱、仪表盘木纹等四项
用户关注度较高的配置，为消
费者提供更强的安全保障和
更舒适的驾乘体验。另外，车
内第三排新增可侧翻座椅也
使G10的“空间魔盒内舱”设
计得到再次升级，满足小微企
业用户更大的空间需求。

海马M6 智驾体验营火爆上演

河南车邦 2015新品战略发布

上汽大通G10 纪念版河南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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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在B06、07版

培训招生

●白晓兵编导播音美术培训

诚招全省加盟13839964185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研究生医学哲学管理学法

学等合作咨询18336345252
推拿师培训
小儿推拿培训
郑州市第一按摩医院

双证推荐安置工作

0371-66210824

招聘
●聘汽修、地铁、舞蹈、航空、
光伏等专业教师 86231002

求职
●工民建、总工13937160084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转让物资设备

●转200-8000g注塑机86115176

求购物资设备

●闲置物资设备13523089014
●废旧物资设备15138693611

出租大型机械

●租各种路基路面设备摊铺

机单双缸胶轮压路机小滑移

吊车羊角碾泵车沥青洒布

车，龙门架13803818618徐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快速婚查找人取证 55981111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要账专家，10年经验，定位

找人成功后收费17071809117
●清账定位找人18736075371
●★★律师要帐13607664373
●现金收欠条！婚查取证、

难事帮办、找人13283808650
不成功不收费13213240271
●专业要账，婚查取证53300003
●要账定位找人13213205050
要账专家86169619
律师要账65322822

电话：15538156663
■成功收费■
实力收购欠条,快速要账,专要

现金借款.投资担保,安全合法.
郑州及周边城市 15136126464
信阳周口驻马店15136124332
焦作洛阳三门峡15136241573
安阳许昌南阳：15136241572
神速 18137889110
老兵★清债

我公司合法诚信律师带队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全国清债4006007297
闪15538250011办

■事成收费■
收购欠条，神速要账，快速

合法，专业针对投资担保

个人借款等，找不到欠款人

勿扰，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郑州周边城市：15188317076
安阳濮阳鹤壁：15838206311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93301233
洛阳焦作三门峡：15038051101
南阳驻马店信阳：15981880092

156-3925-122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全国速清债权
诚信为本事成收费，婚查取

证定位找人13838043099
收欠条15803991906
收欠条15803991902
要帐18530015557
找人婚查清帐
专业事成收费13223710277

专业要帐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要帐经

验，诚信合法，快速找人，办理

各种债务，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分部电话：13937137327

抵押贷款

快速贷55091136
新老车房按揭房再贷银行息

信用贷企业贷垫资贷速度快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大额增资·注册1338402001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环评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

口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53311990全省资金免费注册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

办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8638207808
●低办各种资质15517559996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企业挂牌上市咨询快办投

资金融公司咨询1314001567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注册变更快办17737186637
●标准备案保健食品53661248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矿业权快办
全国专办电话13598860868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15515888182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