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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春季车展车型推荐之 6 万～10 万元·合资小车

实惠有面子 10 万就搞定

□记者 解元利 祁驿 实习生 田昊

10 万元以内买辆什么样的车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这个价位区间有太
多的车型可供选择，仅本次大河春季车展上，这一价格区间可供选择的车型就有几十款。选
择这个价位区间车型的消费者大多是首次购车，但在更为宽余的购车预算下，他们对车辆的
要求，不仅是解决“有”的问题，更对车辆的性能、品质、配置等有着更高的要求。

买车故事

为女儿买辆代步车
“我想给孩子买辆车，价
格在 10 万元以内，外形好看一
些，安全性要高，当然最好也
省油。”女儿今年就要参加工
作了，王先生想给她买辆车，
以便上下班代步。去年年底，

为了方便接送孩子
他女儿骑着电动车去实习时，
不慎被挤倒，腿碰青了一大块
儿，这个事儿让他决定给女儿
买辆车。
选车标准：颜值要高，安
全性好，
好开省油。

见证幸福，购置一辆婚车
“85 后”的陈华将在五一
当婚车。”陈华说，他想买一辆
举办婚礼，他现在急着选择一
白色的车，结婚那天开着他的
辆合适的车作为婚车。
“ 我毕 “白马”去迎接他的公主。对
业后便留在了这个城市，靠自
于车的要求，他希望品质过硬
己 的 努 力 ，前 两 年 贷 款 买 了
的同时，
有着更多科技配置。
房。去年终于遇到了我生命
选 车 标 准 ：外 形 时 尚 大
中的另一半，事业也上了一个
气，白色，操控性能好，品质过
硬，
空间够大。
很大的台阶，我特别为自己高
兴。就想趁着结婚时买辆车

张女士说，孩子今年秋
季就要上幼儿园，为了让孩
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选
择的幼儿园离家有些距离。
孩子入园后马上就面临每天
接送的重大任务，购车计划
也随之提上了日程。
“以后无
论刮风下雨，一周五天都是
要去接送孩子的，没有车遇
到坏天气时还真不好弄。”张
女士把家里的积蓄盘算了一
下，跟爱人决定买辆车，考虑
到她和爱人都要开，他们决
定买一辆三厢车，
“无论谁开
着都合适，重要的是三厢车
后备厢大。”
选车标准：三厢轿车、空
间尽量大一些、外观大气时
尚、
安全省油。

在车型与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在车型的选择上还真是“仁者见仁”。不过，在选
择 6 万～10 万元这个级别的车型时，你要明确的就是，自己所选的是一辆家用的紧凑型车，
对于动力与操控你不能指望此级别的车辆有明显推背感，也不能指望有豪华配置，选择时
还要奔着
“实用”
的原则。
需要提醒的是，如果车辆经常在城市中开，而且家中女性也要使用的话，建议尽量在配
置上选择自动挡，因为城市道路红灯多、车多，经常会遭遇堵车，换挡的频率非常高，离合器
一天要踩 N 次，
实在是件很痛苦的事。

分 类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广通快递招商 15981980589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星级保姆月嫂保洁65942095

●立达康富硒石磨面粉招市县
代理商业务员 13783513622

●亚风快运招商 15638817058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福满门酒招商 18037119410
●爱心月嫂保姆护工63883878 ●全国连锁披萨领导品牌萨美
溢招县市加盟 13774472626

洗衣招商加盟

信息窗口

干洗机水洗机熨烫耗材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13903867120、4000886255
●售库存棉袜6角13676905591
●车辆 GPS 定位 13939056712

招商

转让
●大学路550㎡火锅店56006729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园林装饰资质 13526578208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分 类 机械物资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广汽本田飞度
指导价：
7.38 万～11.28 万元
排量：1.5L
车型亮点：外观方面更加年
轻 、前 卫 ，相 较 老 款 更 加“ 阳
刚”。拥有多变的后备厢空间组
合及宽敞的乘坐空间。内饰让
人眼前一亮，整体看上去更豪华

也更成熟，中控布局简洁且集成
度高，材质也是同级别中最厚道
的，完全可以媲美更高一级的主
流紧凑型车。搭载的 1.5L 地球
梦发动机，不仅在数据方面全面
超越了同级别车型，油耗也表现
不俗。可谓又能跑又省油。

上汽大众 POLO
指导价：
7.59 万～11.59 万元
排量：1.4L、
1.6L、
1.4T
车型亮点：新款在外观和内
饰方面无明显变化，主要对配置
进行了调整，例如入门级车系风
尚版取消了副驾驶头部拉手、点
烟器；舒适版的 ESP 电子车身稳

定系统、铝合金轮圈、胎压监测
由标配改为选装，并取消了前排
中央扶手、自动大灯等配置。此
外，舒适版增配了电动天窗、真
皮多功能方向盘、真皮换挡/手
刹杆，豪华版的车载媒体系统则
将进行升级。

长安福特嘉年华
指导价：
7.99 万～12.29 万元
排量：1.5L、
1.0T
车型亮点：采用了类似阿斯
顿·马丁的前脸设计，还对包括
前后杠等细节进行小幅度调

整。部分车型配备带 LED 日间
行车灯的透镜式前大灯。配备
一键启动、自动恒温空调、电子
车身稳定系统、牵引力控制及坡
道起步辅助系统等。

广汽丰田 YARiS L 致炫

购车建议

●包装印刷

推荐车型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折弯机剪板机
刀模配件长江集团 63586431

指导价：
6.98 万～10.88 万元
排量：1.3L、
1.5L
车型亮点：外观一改中庸的
设计思路，走起了年轻、时尚范
儿。内饰方面巧妙地利用了层

次感，营造出一种线条舒展而不
杂乱的视觉效果。全系标配中
央扶手箱，提升了实用性。储物
空间优秀，在后排座椅未放倒的
情况下，
后备厢容积可达 326L。
下转 B08 版

●品牌网吧转让 13303831665

●爨苏娜不慎丢失河南中医学

●牛志宇信阳师范学院土木工

●河南现代建设集团有限公

门面 320㎡出租或转让价格

30418，特此声明。

证书编号：
1047712007050

册号 410100000025442（1-6）

●丰产路与姚寨路口营业中
面议 17703831118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让饭店酒吧
●玉凤路沈庄新城营业中饭店
262㎡低价急转 18838282392

声明
●谢跃刚不慎丢失残疾军人

证，编号豫军 A001535。民证
部编号 00955719。声明作废
●郑州大唐蜂业有限公司公
章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岭南农牧业有限公司
土地证丢失。特此声明

院毕业证书，证书编号 9951

●张祖刚河南农业大学毕业证
丢失，证书编号 1046612003
05001267，声明作废。

●闲置物资设备 13783682499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 B06/07/08版

02802，声明作废。

●郭满玉遗失二级建造师注

●张宝玉，男，伤残军人证丢

册证书和执业印章，建筑类，

●郑州凌威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证书号：
00242861 声明作废。

失，豫军 A002275，特此声明。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0100
000024667（1-1）丢失声明
作废

●王盈春《会计从业资格证书

》档案号码 410101002010
34 丢失，特此声明

●田茜茜周口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设计技术专业证号 1275
01201006000600 毕业证书丢
失，特此声明

●出租车刘金秋服务资格证
丢失证号：
77584，声明作废

●高银凤食品流通许可证正
本丢失许可证编号：
SP410

1041050005027 声明作废。

●河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机关服务中心事业单

求购物资设备

程专业本科毕业证书遗失，

位法人证书副本，事证第 14

1000000044 号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思朗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注册号：
豫 241060800361；

●河南绿洲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和（2-6）】，税务登记证副本

遗失两本【豫地税郑字 410103
71676636X-02 号和-04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遗失一
本【代码 71676636-X】，特

此声明以上五本证件作废。

理师考试证，证书编号：
10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大河报广告中心

不慎将本公司监理工程师史
红光的注册证书遗失，证书
编号：00252536，注册号：
41003843，注册有效期：
20

16 年 11 月 19 日，特此声明。

●声明吴亚飞遗失信息系统监
244410035，发证机关：河南

发证日期：
2011 年 7 月 10 日声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明张振奎遗失信息系统监理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师考试证，证书编号：
102444
65796171 65796172
10060，发证机关：河南省人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证
67947825 67425030
日期：2011 年 7 月 10 日声明周 4.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宇遗失信息系统监理师考试
65970450 65970445
证，证书编号：
10244410055，
发证机关：
河南省人力资源

●刘娟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不

和社会保障厅，发证日期：20

06292 声明作废

书作废。

慎丢失，编号为 4101025000

司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两本【注

11 年 7 月 10 日现声明以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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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广告凡未标注区号
者均为郑州地区电话 。广告
投诉电话：
65796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