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 B082016年3月24日
责编介明钢 美编季枫 邮箱 dhbrcb@126.com车展

指导价：8.57 万～11.97 万
元

排量：1.6L
车型亮点：在亲民的价格

下，301全系搭载了1.6L CV-
VT技术发动机，它在低转扭
矩、燃油经济性等方面都比普
通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提高不
少。装备有4个安全气囊，包
括前排正面双气囊、两侧安全
气囊，减轻车内人员撞击力度，
避免二次撞击，加之4轮盘刹
的说走就走、说停就停，最大化
保障车内人员的安全。

指导价：7.58 万～10.18
万元

排量：1.3L、1.5L
车型亮点：采用全新家族

前脸设计，包括“笑脸”式的下
格栅造型，更动感的前灯及带

有镀铬边框的雾灯。内饰方
面与现款车型基本保持一致，
采用深色搭配。新车在高配
车型上配备了液晶屏幕和导
航功能等。

长安马自达2

指导价：7.29万～10.19万
元

排量：1.4L、1.6L
车型亮点：外观在细节

方面有所变化，包括前雾灯、
前保险杠进气口和前大灯组
内部结构的设计都经过了调

整。另外，新车的尾灯组内
部结构改变，红色反光板的
位置相比现款车型进行了向
上移动。内饰同样有了一些
改变，新车应用了新样式的
方向盘，同时空调旋钮的设
计也有所改变。

东风悦达起亚 K2

指导价：6.99 万～10.99
万元

排量：1.4L、1.6L
车型亮点：造型基本沿用

了海外版本车型的设计，前脸
融入了斯柯达最新的造型设
计理念，中网为直瀑式格栅造
型，两侧前大灯样式与中网格

栅融合。尾部方面，新车略带
有层次感的设计及“C”字形尾
灯与前脸造型整体相呼应。
车顶部分的涂装还将有与车
身不同色设计的样式供消费
者选择，丰富的配色方案也是
其一大亮点。

上海大众斯柯达 晶锐

指导价：7.39 万～10.69
万元

排量：1.4L、1.6L
车型亮点：新款与老款在

外观上最大的改变体现在保
险杠和前进气格栅等处，配以
造型更为别致的雾灯，使整车
看着更显年轻。在内饰和中

控台设计上没有改变，和老款
比，唯一的区别就是该车增加
了后门的储物格。发动机、变
速箱和底盘等方面，与老款
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发动机的
排放标准升级为了“京V”，
至于动力数据的调校则完全
一样。

北京现代瑞纳

指导价：7.39 万～10.99
万元

排量：1.4L、1.6L
车型亮点：前大灯不再

使用个性十足的无灯罩设
计，而且线条更加有力，前格
栅与下进气口的样式层次感

增强，同时还更换了一款全
新样式的轮圈。尾部，尾灯
回归传统，其他细节也有调
整，整体感觉年轻气息十
足。配置上将增配Mylink
系统。

上汽通用雪佛兰爱唯欧

指导价：6.99 万～11.99
万元

排量：1.4L、1.6L、1.4T
车型亮点：翼子板上增

添了RAPID全新标识，车身
颜色增加璀璨金选择，其他
方面的细节设计基本和现款
车型保持一致。采用带有红
色条纹装点的皮革/织物拼
接座椅，椅背上具有“RAP-
ID”字样的标识，车内的时尚

感和运动感得到提升。全系
车型可免费升级带行车记录
仪功能的内后视镜，并带有
自动防眩目功能。内后视镜
后方的行车记录仪摄像头采
用隐藏式设计，基本不影响
车内美观。创行版和智行版
车型上还可免费升级为8英
寸中控显示屏，具有导航、收
音机、多媒体播放、蓝牙电
话、胎压监测等实用功能。

上汽大众斯柯达昕动

指导价：7.98 万～11.28
万元

排量：1.5L
车型亮点：搭载同级独

有的“燃油双喷发动机”+
“XTRONIC CVT无级变速
器”，让新阳光实现百公里综
合工况油耗5.6L。得益于乘

坐空间最大化结构设计的采
用，其后排腿部空间在数据
上达到了636mm，优于同级
产品。配备一键启动系统、
智能遥控钥匙等。值得一提
的是，其双模式后排空调出
风系统，在同级车型中并不
多见，提升了整车档次。

东风日产新阳光

指导价：7.98 万～11.98 万
元

排量：1.5L
车型亮点：采用全黑内饰

设计，部分位置则辅以亮银色
装饰进行点缀，十分讨年轻人
喜欢。配备了多功能方向盘、
一键启动、ECON绿色节能辅
助系统、多媒体显示屏、后排空
调出风口等。动力上搭载本田
地球梦科技的1.5L自然吸气
缸内直喷发动机，传动系统上
将匹配无级变速器或5速手动
变速器。值得一提的是，其百
公里综合油耗仅为5.4L。

东本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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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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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70450 6597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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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6/07/08版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法律与咨询

●河南洪旭律师事务所

公司、个人法律顾问,金融法

律服务,各类诉讼代理,律师调

查,法律咨询：4006-131-369
CBD商务内环路10号楼2004室

抵押贷款

●典当黄金、玉石、名表、

手机、电脑、承兑汇票等

房产车辆贷款18695820506
56705588息低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简便快速

贷款56777776
欠款房再贷银行息额高简便

简便56777787
新老房银行贷快息低循环用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大额资金专办13526626508

●食品工业品许可证63910208
●注册公司记账1352662976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低办公司、资质63702222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投资金融基金疑难公司注册

上市接同行业务13503711111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业工商代办15738303017
●免费注册公司记帐88886498
●低价专办资质88886496
●工商注册代理18003813089
●办公司免房租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工商资质代账13014608611
“工商■资质”
建筑物业房地产园林电力

装饰装修劳务安全证安全员

八大员技工证66364166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86107088、86107188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省内资质■
省内建筑资质证专办53302661
安全生产许可证专办53302662
建筑一体化资质专办53302663
装饰/园林/物业专办 53302664
■资质快办■
建筑●水利●电力86099088
市政●公路●通信86099688
机电●钢构●环保86099988
输变电●承装承修86099188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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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林·建筑·市政·公路·机电

钢构·物业·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资质专办86611327

出租招租

●郑汴路与万三路交叉口东侧

大型厂院100多亩，国有工业

用地，手续齐全，位置佳，标

准化厂房，可做大型物流、仓

储17073500009/17073500006
●门面房综合楼1-7层12600
平方整体出租，可经营酒店

商业，厂房出租，地址：郑

东新区白沙镇政府对面，李

15515923456，18300697666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5000
平可分割注册13137117888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农业路71号中州国际饭店

星级写字楼、配楼，裙楼招

租，梁总18695869456
●大学校园门面15003822238
●出租经三路与纬四路交叉口

东南角一楼门面房4百平米

诚招金融、专卖店，不租餐

饮。13513716816闫先生

●中州大道国基路口北200米
路西精装办公13676994629
门面出租

出租新楼7000㎡可做宾馆洗

浴长葛市新区15837405888
中青大厦招租
八楼精装800㎡18637105056

房地产

●正商别墅急售13949031655
●低售郑东新区1323㎡商铺

(可带租金) 15000元/㎡；75～
1150㎡写字楼，8500元/㎡
（临丹尼斯、雅居乐、轻轨、

新建设厅）18937178357
●宁夏购房入户4008371861

出租仓库厂院

●白沙镇现有厂房和库房出租

10000平米13203871190
●曲梁镇厂库房13203871190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成本低可达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郑上路厂房18768872326
●中州大道东侧天荣汽配对面

厂房36000平90亩可做汽修

装饰建材市场17603853301
★厂房出租★
中原西路荥阳段有1500-
12000㎡多栋厂房出租，

水电齐全13607670687

写字间楼

●高铁郑州东站高档写字楼

1.5元出租。15639909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