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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2015中国·中部
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会暨高峰
论坛新闻发布会在郑州市建国
饭店二楼会议室举行。据悉，
2015中国·中部新能源汽车产
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定于今年
10月 23日～25日在河南驻马
店会展中心举办，此次博览会由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河南省工业
和信息化委员会共同主办，今后
将每年举办一次。

发布会上，省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处长亢东宁讲话中指出，
2014年，我省公告内企业生产
新能源汽车近8000辆，是2013
年产量的2倍，约占全国产量的
1/10，其中，新能源客车产量占
全国新能源客车产量的近1/3。
新能源客车已基本实现产业化，
动力电池产业优势不断凸显，充
换电设施及关键零部件体系较
为健全，技术研发不断取得进
展，示范推广应用不断推进，基
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低速电动
车产销增长迅猛,河南省新能源
汽车产业优势和市场优势十分
明显。

此次博览会暨高峰论坛以
发展新能源汽车、绿色中原行为
主题，充分发挥我省新能源汽车
产业区位、市场等优势，依托会
展推动和促进全国新能源汽车
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提高全社会
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形成有
利于新能源汽车发展与消费的
良好氛围。

推出跑步派 启动安全季——

中原车主感受精彩车生活
核心提示：9月26日，MG名爵“Shake Run无乐不跑”活动在绿博园举行；9月26日~27
日，别克在中原福塔举办以“和孩子共同成长，让安全伴随左右”为主题的儿童安全季活动，25
日，宏达中牟车业广场汽车用品秋季展销会开幕……厂商推出的各种活动，让中原车主感受到
精彩车生活。

□记者 解元利 李荩 史歌

9 月 26 日 ，MG 名 爵
“Shake Run无乐不跑”首站
在郑州率先开跑，5000名热
爱音乐、热爱运动的年轻人齐
聚绿博园，加入一场夜跑与摇
滚的混搭狂欢。以“8秒破百”
高性能和“6升过百”低油耗表
现而备受关注的上汽MG名
爵锐腾，则作为能量补给站全
程陪跑。

当晚6点，MG名爵“无
乐不跑”郑州站正式“鸣乐”
开跑。在现场乐队演奏的抒
情摇滚乐中，人气歌手毕夏
领队，近5000名“乐跑侠”趁
夜起跑，踩着音符和鼓点大
步向前。除了抒情摇滚，跑
道沿线还设置了乡村摇滚和
重金属摇滚乐队，用不同的

音乐刺激“乐跑侠”的耳膜，
打造一场名副其实的无“乐”
不跑。“SUV小房车”名爵锐
腾作为能量补给站分散在跑
道各处，其 2650mm 超长轴
距打造的最大1336L的超大
纯平后备厢空间，足以容纳
所有的能量补给物资，为“乐
跑侠”提供贴心服务并为他
们加油助威。

夜跑结束后，“中国摇滚
第一女声”罗琦、毕夏、果味
VC乐队、刘思涵等歌手乐队
悉数到场，为“乐跑侠”们带
来嗨翻全场的演唱，彻底引
爆这个“无乐不跑”之夜。郑
州站之后，MG名爵“无乐不
跑”还将陆续登陆全国九大
城市。

始终“关怀”先行的上汽通
用汽车品牌别克，9月26日~27
日，在郑州中原福塔正式启动以

“和孩子共同成长，让安全伴随
左右”为主题的别克西北区儿童
安全季活动，希望通过活动进一
步传递正能量，让别克帮助年轻
父母“和孩子共同成长”。

作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汽
车品牌之一，别克不仅致力于为
用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还活跃
在各类公益事业中。今年别克
将关怀着眼于儿童，为让每个孩

子在家人与社会的关爱下健康
快乐地成长，特别携手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助力“和孩子共同
成长，让安全伴随左右”大型公
益活动，而本次启动的西北区儿
童安全季活动，也是响应公益活
动主旨，希望为孩子构建和谐安
全的快乐家园。

别克方面表示，不论是大型
的公益活动还是本次安全训练
营，都是希望“别克关怀”能紧密
父母和孩子的亲子关系，以智慧
和爱心呵护孩子健康成长。

9月26日，位于郑州市瑞
达路梧桐街交叉口的东风标致
河南神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正
式开业。据介绍，曾多次获得

“诚信经营企业”、“年度最佳汽
车经销商”的河南神源，作为东
风标致特约销售服务商和河南
首家四位一体的东风标致4S
专营店，在河南整体的市场销
量中稳稳占据一席之地。此次
新店开业，也是公司发展史的
重要里程碑之一。

2015年，是东风标致“升蓝
计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用户体
验年”。根据此前的规划，自
2013年起，直到2015年，这三
年间，东风标致通过技术升蓝、
产品升蓝、用户体验升蓝三条途
径，最终实现品牌提升。今年东
风标致不仅在产品体验上做足
工夫，还在服务体验上同时发
力，旨在为用户创造更加愉悦的
购车体验，向公众展示一个充满
活力与不断进取的品牌。

9月25日，宏达中牟车业
广场汽车用品秋季展销会隆重
开幕，迎来该广场开业以来第
一届秋季汽车用品展销会。

宏达集团董事长郭杰在会
上表示，宏达中牟车业广场是宏
达大投入并精心打造的一个现
代化公园式汽车产业消费园区，
园区广场分为三期，目前一期建
成并已全部认筹完毕，在建二期
中大部分商铺、公寓各有业主，
三期也将很快投入开工建设。
今后，宏达将以互联网的思维和

运作来改变汽车后市场业态模
式，打造线上、线下双市场，线上
实现个性化私人定制，线下体验
享受，“销全国、展全国、产全
国”，打造“互联网+”时代新概念
的汽车用品市场。园区全部建
成后将是集汽车用品及进口车
零售批发贸易、平行进口车前装
配套与整车展示展销、海关监管
仓、汽车后市场及进口车电商平
台、商务办公、商业零售、汽车主
题文化宣传及展览等于一体的
国际现代化汽车产业园区。

上汽通用别克：儿童安全季启动

宏达中牟车业广场：举行汽车用品展销会

中部新能源汽车博览会
即将召开

上汽MG名爵:
“无乐不跑”郑州启动

东风标致：河南神源盛大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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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广告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认证咨询

资质就位86180256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记账13937186845
●注册公司 18539578966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大额增资验资13526626508
●企业上市服务13526629768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 13253513887
●工程资质代理1509328144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超低价办公司 86107188
●工商注册记账13838566531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房地产低价快办 56752288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河南省大中型企业上市服务

公司诚招合作 13503711111
●代理记账 13253362163 王
●办理各种资质15517559996

●超低快办公司 63702222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执照QS生产许可证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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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承包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 63838000
市政◆公路◆通信 63830333
机电◆石油◆化工 63863366

“工商■资质”
低价电力装饰物业房地产

高效诚信不成退款 86107088
■办安防65675361
■地市专办■
建筑●市政●机电 86099088
消防●照明●承修 86099688
钢构●防水●环保 86099288
房地产●园林●物业86099188
土石方●地基●劳务86099988
快办公司资质
快办公司房地产.物业资质

八大员技工证66364266

全省资质
建筑市政公路 18337119282
房地产水利●物业 86258790
省内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 65901419、65901473
疑难税务代理
全省税务案件代理 65771569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3513897893

●学历证专本硕/资格证会计

经济医护建造师 15937121578
● 211 高校研究生含 MPA
招生咨询 18737188226

求 职

●工民建、工程师18703865213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求购物资设备

●废旧物资设备 15138693611

锅炉水暖

天津市金利鑫
达、夏星散热器
铜铝复合、地暖管钢50.60.70
双搭0371-56707908 53754996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7、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