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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幸福向前冲
——2016款景逸S50城市挑战
赛”郑州分赛场正式开赛，吸引
了很多媒体和汽车粉丝热情参
加。而在此之前的19日，成都
和深圳两个分赛场的赛事已经
圆满结束。3月31日，北京分
赛场将鸣锣开赛。同时五个分
站的前三名也将在当天参与在
北京举行的总决赛。

本次挑战赛设计了由S弯、
U形弯、蛇形绕桩、直线加速四

大项目组成的竞技赛道，用时最
短者获胜，以突出体现2016款
景逸S50的动力、操控升级。本
次竞技赛特意安排了三种形式
的弯道，彰显出东风风行对景逸
S50操控与底盘调校的自信。

新增的2.0L自主发动机，
是2016款景逸21项升级中的
最大亮点。该发动机的原型机
是PSA的EW10发动机，搭载
雪铁龙C5\毕加索\世嘉和标致
408、508、3008 等合资车型。

根据东风大自主战略，这款发
动机从神龙公司转移到柳汽生
产，并根据东风体系重新命名
为DFMB20发动机。其最大功
率108kW，最大扭矩200N·m，
且在转速4000时即可输出，因
而加速时带来了明显的推背
感，百公里加速仅为 11.5 秒。
在挑战赛的“直线加速”项目
中，景逸S50整个直线加速过程
都十分迅速、流畅，不带一丝拖
沓感，而且静音表现也不错。

3月29日，卡罗拉双擎媒体
试驾会在山城重庆举行，一百多
名行业媒体人士亲身感受了卡
罗拉双擎节能环保又不失澎湃
动力的产品表现。

卡罗拉双擎的外观设计让
人印象深刻——远近光一体的
LED前大灯、闪电眼造型的示
廓灯和颇具质感的亚光镀铬饰
条形成了前脸的主要造型元素，
看起来像一张笑脸。车尾用阶
梯造型的LED烟熏尾灯与车头
形成呼应，而侧车身线条简洁一
气呵成，整车的感觉清爽而又干
练，16英寸风切削式铝合金轮
毂充满动感。

配置上，G-Book 智能副
驾、加热座椅、nanoe水离子空
气净化系统、AHB自动远近光
系统、日间行车灯、自动防眩目
后视镜、卡片钥匙、雨滴感应式
自动雨刷、带有过滤PM2.5功
能的自动空调等，让卡罗拉双擎
的驾乘体验更为舒适。

卡罗拉双擎的空间表现不
错，2700毫米的轴距在同级别
中处于领先，960毫米的后排空
间带来了非常愉悦的乘坐体
验。由于混动车型的独特性，卡
罗拉双擎行驶时几乎感觉不到
发动机的噪音，内部静谧性极为
出色。

卡罗拉双擎全系标配6安
全气囊、S-VSC和上坡辅助系
统，提供给人们五星安全保护。

卡罗拉双擎有三种驾驶模
式可供选择：ECO（经济）、EV
（电动）、PWR（动力），驾驶者可
根据不同的行驶意愿进行选
择。正常行驶情况下，发动机不
会介入怠速和起步阶段的动力
输出，而当油门被深踩之后，发
动机会迅速进入最佳工作转速，
电动机也会瞬间达到峰值扭矩，
此时混合动力系统的功率总输
出将会接近100千瓦，在20～
50公里/小时加速达到3.1秒，
表现出迅猛澎湃的动力性能。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4月1日起，《关于修改<机
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
决定（公安部令第139号）》（以
下简称“139 号令”）将正式实
施。记者梳理了下，发现涉及的
变动主要和驾驶证有关，包括自
学直考“试点城市名单”、异地申
领驾驶证、残疾人申领驾驶证、
考试预约等。

今年年底前，全国将全面开
通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
理 平 台（https://ha.122.gov.
cn），通过此平台，实现驾驶人网
上报名、网上约考、网上缴费。
目前，郑州和安阳已经实现网上
约考，通过驾校报名，初次申领
机动车驾驶证小型汽车、小型自
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学员，在通
过平台注册后，按照车管所公布
的机动车驾驶人考试计划，通过
首页的“考试预约”自主选择考
试时间、考试地点、考场场次，预
约时需遵循相关预约规则。科
目二和科目三可以同时预约、连
续考试。也就是说，科目一合格
后，既可以预约科目二考试，也
可以预约科目三考试。

“139号令”进一步放宽了报
考条件。其中新增了单眼人士

申请驾照的条款，进一步放宽上
肢残疾人驾车的身体条件。

原123号令规定：“在暂住
地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的，可
以申请准驾车型为小型汽车、小
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
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
挡载客汽车、普通三轮摩托车、
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的
机动车驾驶证。”而在“139号令”
实施后，在居住地也可以申领大
中型客货车驾驶证了。

原123号令中，驾驶证补换
和审验业务，应当在驾驶证核发
地进行。“139号令”实施后，驾驶
证的领、换领、审验业务可以在
核发地之外的车管所办理，再也
不用往返奔波。

按照新规定，机动车驾驶人
本人只需带上身份证原件、居住
证、体检表、有效期内没有任何
违法处理的驾驶证和3张1寸白
底彩照，到车管所办理更换手
续，一般当天就能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持境外
驾驶证的内地居民，申请换领内
地驾驶证时增加了限制条款：取
得该机动车驾驶证时，在发证国
家或地区连续居留不足三个月，
回国后需要通过考试科目一、
二、三，才能换领内地驾驶证。

卡罗拉双擎：试驾重庆

东风风行：推出景逸S50城市挑战赛

“新驾考”明日起实施

（上接B07版）

试驾：挑战操控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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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筑设计15238618651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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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郑州轻工业学校招聘：招生
就业处副处长。学生处副处
长、招生代理18838182890

●聘执业医师1名护士1名
电话：13849116995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中考高考冲刺037188889193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7/08版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爱心月嫂保姆护工63883878
●张利民、月嫂、保姆56781234

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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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

●广通快递招商15981980589
●立达康富硒石磨面粉招市县

代理商业务员13419768555

●亚风快运招商15638817058
●福满门酒招商18037119410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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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洗机水洗机熨烫耗材

13903867120、4000886255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转让

●大学路550㎡火锅店56006729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1

●优胜路健康路1300㎡网吧

转让13303831665

让饭店酒吧

●玉凤路沈庄新城营业中饭店

262㎡低价急转18838282392
●位佳饭店650平13569694869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声明

●郭合增不慎将法律职业资

格证书（证书编号：A20094
101050524）丢失特此声明

●陆国杰郑州商业中等专业学

校2012级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毕业证号12410113800650
丢失声明作废

●豫ATS889赵联合出租车服

务资格证号61420丢失作废。

●河南佳特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社会保险登记证不慎丢失，

社保号：410199199320，
特此声明。

●严伟平，男，不慎于2016年3
月28日将监理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丢失，编号41970430，
批准日期1997年5月，签发日

期2000年6月5日，声明作废。

●郑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客运二公司豫AL3305
号车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

证明0212531丢失声明作废。

●王瑾炜不慎丢失二级建造师

临时执业证书，证书编号：

00079121，注册编号：豫24
1000815006，声明作废。

●江妮本人（身份证号：360312
198812132042）不慎遗失河

南中医学院药物制剂本科毕

业证（证书编号：1047112011
05043088）及学士学位证书

（证书编号：10471420110016
99），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银基商贸城仕

健服饰店营业执照丢失，号

410197600035179声明作废

●吴惠峰中原区颖河路9号
楼6号原租赁合同郑房住字（中

原）第00330号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姜华，女，在河南五建

第二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工作，

因不慎将预算员证丢失，证

号豫060S00071J，发证日期

2006年9月30日，声明做废。

●朱德才残疾证（号410104195
31202451262）遗失声明作废

●河南鑫马不锈钢制品有限公

司不慎将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丢失，（代码：688198
85-1），声明作废。

●河南山水房地产有限公司购

房发票丢失，共两份：发票

代码：241001110070，发票

号码：01054529、发票代码：

241001110070，发票号码：

01077598，特此声明。

●郑州大学薛莹毕业证丢失，

证书编号（89）07034，特声明

遗失声明
杨丹丹，性别：女，证书名

称：国家执业药师（中药学）证

书编号：0174147，取得证书时

间：2011年10月，由于不慎于

2016年3月10日丢失，需要补

办，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缴款人南京康是福科技实业

有限公司于2015年4月7日交

纳的诉讼费—案件受理费51
69元所出具的票号为317478
68的《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

费基金及罚没收入专用票据

》收据联不慎丢失，因此所造

成的一切法律后果由本单位

承担，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