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汽车 B0720162016年年55月月55日日
责编责编介明钢介明钢 美编美编李庆琦李庆琦 邮箱邮箱 dhbrcb@dhbrcb@126126.com.com新车 20162016北京国际车展北京国际车展

新车扎堆亮相北京车展
奔驰、林肯、劳斯莱斯、起亚、凯翼、长安——

□记者 解元利 祁驿 耿子腾

北京车展没了靓丽的车模，车展上最吸引大众目光的，无疑是新车。从奔驰全新长轴距E级，林肯Continental、MKZ，劳
斯莱斯古思特Black Badge Edition到起亚Niro、长安CX70、凯翼X3，新车扎堆亮相，征战各个细分市场。

在北京车展开始前夜，梅赛德
斯-奔驰长轴距版新E级全球首
秀。百闻不如一见，长轴距版新E
级凭借其独特且感性的外观设计、
精美且高品质的内饰及众多创新
智能科技，成为全球最智能行政座
驾。

负责奔驰大中华区业务的唐
仕凯先生介绍：“这是一款为中国
市场量体裁衣定制的专属车型，也
是奔驰车型中对待中国市场最用
心的一款新车。早在研发之初，我
们便已考虑到中国客户对后排乘
坐和高科技配置的个性需求，并将
这些元素融入这款车的各个环节
中。全新长轴距E级车身轴距较
标准轴距车型增加140毫米，且全
部用于后排，专为中国用户设计的
电动可调后排座椅靠背和舒适型
头枕，尽可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高
度关注后排乘坐舒适性的基本需
求。”

与此同时，长轴距版新E级还
体现了奔驰在自动驾驶技术和前
瞻性科技上的积淀。智能领航系

统是量产车型上功能最为强大的
领航系统，首次实现让车辆以最高
210公里/小时的速度跟随前车，
即便在转弯状态下也能提供有力
辅助。Car2X 智能云端交互系
统，使得全新长轴距E级车在行驶
过程中可通过云端与其他车辆远
距离实时交流信息，及时有效地提

示驾驶者前方存在的交通状况或
障碍。而通过Car to X 智能云
端交互系统，在手机支持下，汽车
在行驶过程中可远距离与其他车
辆进行信息交流，实现及时且有效
提示驾驶者前方的交通状况或障
碍物的存在情况，做到提早预警。

北京车展上，林肯正式
在国内发布了旗下最新的旗
舰车型 Continental，据悉
该车将于年底正式在国内上
市，届时将会搭载 2.0T 和
3.0T两种动力和四款不同
配置车型。

Continental采用全新
林肯星辉式前格栅，显得很
有气势。其配备了林肯迎宾
感应系统，会按照一定序列
依次“唤醒”车灯，渐次点亮
从前脸到内部空间的灯光。
而E-latch智能感应电吸门
则让车主仅需轻拉把手，即
可进入座舱，使上车更轻松。

内饰上，Continental
采用传统的T形布局，除大
面积皮革、实木及镀铬装饰
件外，中控台还设置了丰富
的功能按键。仪表盘采用了
时下流行的全液晶显示，方
向盘也是新的设计，包括气
囊盖等部位都采用了全皮包

覆，方向盘的内外侧还使用
了深浅两种配色的真皮，看
起来更显档次。后排座椅宽
敞，配有座舱娱乐系统。带
30向调节功能的尊享全体
感座椅（Perfect Position
Seats）带来媲美私人公务专
机的舒适体验。

林肯同时正式发布了新
款林肯MKZ车型，采用新
的家族式前脸设计，升级配
备了带主动制动功能的
ACC自适应定速巡航控制
系统、Auto Hold自动驻车
系统和主动泊车及驶离辅助
系统等。

新款林肯MKZ采用全
新林肯星辉式前格栅和自适
应LED前大灯，1.4平方米
的超大一体式设计电动全景
天窗为同级别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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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 全新长轴距E级首发
林肯Continental、MKZ亚洲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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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贷款

房贷55662888
行息可贷 15年房龄额度不限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法律与咨询

●快办各类88883129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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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纠纷专办56031679
法律帮解纠纷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神速

专业速办经济纠纷成功收费

全国热线：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成付13015506677

“律师帮办”
律师超级团队，二十年经验，

诚信快捷法律帮办排忧解难！

经济专家全程服务。律师调查

郑州周边城市：15517166212
省内其它城市：18838272316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神速18137889110
法律服务

法律经济维权服务，强大团

队，多年专业经验，诚信合法，

法律维权伸张正义事成收费。

总部电话：18037687790
郑州北区电话 :13937137327

工商咨询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工商注册代办 13213196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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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公司免房租 13837115290
●医器资质专办 13613868402
●房产各类资质专办6058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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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注册公司代账55658660
●公司大额增资、验资、金融

投资公司低快专办13333869335

●免费注册公司 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工商■资质”
房建市政升级建筑装饰装修

防水保温消防幕墙智能化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1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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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费办公司

专业记帐，经财政局审批许

可经营，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

务助您创业梦 86107088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 65593711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 63702222 69367777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60921180

房地产

●宁夏购房入户 4008371861
售门面房

漯河金地·兰乔圣菲，上下层

264.7平，精装营业中。急售320
万（含所有税费）13903955896

出租招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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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四街4号宾馆招租适合办

公租住可整租分租 6593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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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中州大道及圃田周边各

30亩土地出租，可做仓储物

流，交通便利，可量身定做仓

库，有意来电：15537166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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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路纬五路西100米路北一
层商铺 110m213803867462

临街3-6层
60个标准间，温泉燃气停车

场。租金 38万/年。漯河市交

通路与人民路口 13783078997

求购求租

●求租求购医疗用地及楼宇联

系电话 13393716778

写字间楼

●花园路地铁口招租55007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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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白沙库，九龙镇

库电话：13014647572
●厂房出租 13073731666
●航海西路2000m2厂仓67828887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国有土地厂仓招租、设施齐全

15639777809李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 1700m2 办公 300m2

水电土地证齐 13938507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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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