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导价：149万-238.8万
排量：4.6L、5.0L
车型亮点：配置和多媒体系

统版本进行了升级，位于中控台
中央的12.3英寸大屏实现了全
屏显示功能，同时系统显示界面
和按钮进一步优化。

在大河车展上咋砍价？
□记者 祁驿 解元利

想要在车展上得到更多的实惠，应该如何砍价。对此，记者
搜罗了一些砍价技巧，为准备买车的朋友提供借鉴。

对于想要买车的朋友来说，
车展上“现金优惠5000元+3000
元大礼包”这样类似的促销信息
并不陌生。那么，面对种类繁多
的优惠组合，准车主该如何选择？

对此，某德系品牌负责人田
先生提醒，消费者最好选择现金
优惠。另外，选择礼包的内容时，
应选择汽车保险、购置税、油卡、

工时券、购物卡等。因为这些项
目的性价比高，选择这些礼包，相
当于选择了“现金优惠”。

在车展上磨赠品时，需要注
意的就是别光看数量，要注重质
量。先从大头磨起，比如贴膜、真
皮座套、GPS、底盘装甲，然后才
是踏板、脚垫、挡泥板之类。

■ 选择礼包讲究性价比

曾几何时，买车找熟人非常
流行。对此，记者想要提醒消费
者，这种方法未必真优惠。

一位专业人士称，如今经销
商都学聪明了，即便有熟人来询
价，也不会轻易透露底价。“找熟

人询问底价大多是徒劳的，经销
商给出的优惠也都是象征性的，
不如自己尽可能地在车展上压
价，谈妥价格之后再让熟人找经
销商多赠送一些汽配用品。”该专
家表示。

■ 找熟人不如自己先压价

砍价时一定要声东击西，也
就是你已经决定购买了，但是不
要表露出来。如果你要买豪华
型，就要先谈舒适型的价格，然后
根据自己的需要一个个加配加
价；相反，如果你要买舒适型，得
从豪华型开始砍价。简单说就是

别叫销售看出你想买哪个配置的
车型，可以先聊聊你不准备买的
车型，往往这会儿销售会咬紧优
惠幅度，但是当你漫不经心地问
其他配置时，可能销售会说出真
实的让利程度。

■ 看低配车砍高配价

别忘了有现金补贴哦！每天车展组委会将邀请现场的汽车
厂商代表或观展者从现场订车的消费者中抽取 8 名幸运观展
者，每人将获得5000元（含税）现金购车补贴。订车后，到车展
的总服务台出示订单，就能参加活动。每天的获奖名单，将可以
在“大河汽车”微信和“大河车展”微信进行查询。

特别提醒

指导价：39.99万-49.99
万

排量：2.0T、3.0T
车型亮点：在老款车型

的基础上，增加了 Volvo

On Calll 随车管家（含3年
服务），并配备了8喇叭高级
音响系统。

■ 上接B23版 ■

沃尔沃S80L

指导价：34.99万-47.99
万

排量：2.0T
车型亮点：在前格栅和

LOGO设计上有较大调整，
内饰延续美式豪华风格，材

质和车型配置相比老款没
有什么变化，方向盘上的
LOGO有所调整，全系标配
手机映射功能。

上汽通用凯迪拉克XTS

指导价：43.99万-81.88
万

排量：2.0T、3.0T
车型亮点：配备四辐式

多功能方向盘，并与电子液
晶仪表盘相组合。标配可
电动调节的多功能方向盘、
换挡拨片、无钥匙进入/一

键启动、发动机启停、自动
空调、驾驶员记忆座椅、电
控开启手套箱、230V电源、
驾驶模式选择、坡道起步辅
助、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电
子驻车、USB/SD/AUX 接
口、10.2英寸液晶屏、主动
降噪系统等。

凯迪拉克CT6

指导价：87.98万 -271.5
万

排量：2.0T、2.5L、3.0T、
4.0T、6.3L

车型亮点：更换了新的
三辐式方向盘。增加了智能
钥匙和电动开关后备厢盖带
感应开启功能。顶配的

W12车型配有专属的铝质
门槛条带W12标志、高级扩
展真皮装备包、豪华舒适躺
椅、绝缘声学玻璃带前风窗
加热和奥迪自适应巡航系统
带 Stop&Go功能，包含奥
迪侧向辅助系统和奥迪预防
式整体安全系统增强版。

奥迪A8

指导价：89.8万-198.8万
排量：2.0T、3.0T、4.4T
车型亮点：标志性的双肾

型格栅更大，开眼角式大灯进
一步拉长。中控台向驾驶员一
侧倾斜，巨大的液晶显示屏可
以通过手势进行控制。方向盘
也采用了新的样式，仪表盘会
随着驾驶模式的不同改变显示
的样式及颜色。装备全新的
iDrive系统、无线充电触控钥
匙、平视显示系统、3D全息影像
系统、星空全景天窗等。

宝马7系

指导价：39.80万-79.80万
排量：2.0T、3.0T
车型亮点：三横幅镀铬中网

与立标组合的前脸及双横幅镀
铬中网与大标组合的前脸造型
对应了不同版本的车型。可选
以黑色为主色调的内饰配色，中
控台中央以及COMAND系统
操作旋钮区域均镶嵌有大量木
质材料，配备了四辐式多功能方
向盘。

奔驰E级

雷克萨斯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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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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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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2、23、24版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食品工业品许可证63910208
●代办建筑资质13526629768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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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办公司低价记账86536311
●免费注册代记账66262668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资质房产疑难专办55360015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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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免费注册

工商疑难处理，大额增资

投资金融快办15515888182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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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益律所法律维权伸张正

义英协A座24楼15838363846
●快办各类88883129法律服务

■律师帮办■
经济疑难服务咨询，专业

团队，快速合法，专家策划，

宗旨：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郑州周边电话：15136167900
省内其他城市：15036157268

法律帮办
强大律师团队多年经验

诚信合法专业快速律师帮办

法律维权伸张正义事成收费。

总 部 电 话：18037687790
郑州北区电话：13937137327
神速18137889110
■法律帮办■
专业团队，安全合法，排忧

解难，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咨

询，为您解决经济烦恼。

郑州及周边城市：13673711337
南阳驻马店信阳：15516952505
焦作洛阳三门峡：18339969950
商丘漯河新乡市：13213111753
成付13015506677

抵押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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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15年房龄额度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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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租招租

●花园路动物园对面300平临

街商铺招租13937188601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6593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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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三路财富广场精装写字

楼出租13703860369
●市绿博园附近一果园欲出

让或出租，电话18337125956

中青大厦招租
八楼精装800㎡18637105056

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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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哈顿地铁旁300㎡精装写

字楼出售18638231230

●宁夏购房入户 4008371861
●南阳路黄河路双地铁一楼

底商140㎡198万13676921131

求购求租

●郑州附近5000余亩山地寻

找合作伙伴18738165867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金水区万达中心 5A级 380
㎡写字楼及200㎡步行街商铺

出租15890006168

出租仓库厂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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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高新区桃花里14亩厂院，手

续齐全，位置佳，标准化厂

房，可做大型物流、仓储。

18538299033 66265599
●厂房出租13073731666
●航海西路2000㎡厂仓67828887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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