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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车展上，凯翼汽车给大
家带来了新品、智能互联、凯翼
众包三大展区，涵盖将于今年上
市的凯翼 X3、V3 和一款名为
i-CX的概念车。

凯翼汽车2014年进入大众
视野，主打年轻、活力人群的凯
翼X3是凯翼首款践行智能互联
汽车愿景的A级SUV，将搭载上
海智能互联研究院推出的 icar
品牌1.0版本，并于6月上市。它
涵盖五大板块共计32项功能，作
用体现在车联网功能、科技配
置、HCI智能语控系统、手机远

程控制系统等多个方面。
凯翼X3搭载的 icar1.0，是

针对目前生活硬件设备，满足用
户日常所需汽车智能互联化功
能操作。在借助科技发展中带
来一体式全网络链接智能设备
与人的无缝对接。后续推出的
icar2.0版本，将实现车机及穿戴
设备互联、座椅记忆自动调节、
车辆远程遥控、车辆声音指纹启
动、记忆自动搜索功能、手势感
控、平视显示、遥控泊车、车道保
持辅助系统、自适应巡航控制等
功能设置。

新车扎堆亮相北京车展
上接B07版

北京车展上，起亚全新SUV
车型 Niro 举行了国内的首发
仪式。新车定位为紧凑型SUV，
有望10月份进口到国内。

起亚Niro首次亮相于今年
2月举行的芝加哥车展，新车在
外观方面采用了起亚家族的虎
啸式前格栅，两侧的前灯组造型
较为犀利，内部融入了带透镜的
灯组及LED光源。同时，车身配
备有黑色的轮眉及车身防擦条，
进一步提升了整车的跨界风
格 。 新 车 的 长 宽 高 分 别 为
4355mm/1805mm/1545mm，
轴距2700mm。

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整体
以深色为主色调，并在局部点缀

白色饰板。各部分功能布局清
晰合理，仪表盘使用了机械指针
式与液晶显示屏相结合的设计，
科技感十分突出。

动力方面，起亚Niro搭载了
一套由1.6L四缸发动机与电动
机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其中
1.6L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05马
力，电动机为43.5马力。该混动
系统的综合最大功率为146马
力，最大扭矩为264牛·米，匹配
6速双离合变速器。另外，Niro
将会配备四驱系统。据悉，这台
1.6L“Kappa”发动机采用了阿
特金森循环技术，在油耗方面有
着出色的表现；电动机则匹配一
台1.56千瓦时的锂电池组。

北京车展上，长安汽车布
局7座多功能车领域的战略车
型——长安CX70正式上市。
新车推出搭载1.6L自然吸气发
动机的6款车型，均享受购置税
减半政策，售价区间为 6.89
万-8.49万元。

新生代运动大7座车——
长安CX70，在满足以往传统7
座车需求的基础上，强化大空
间，突出运动风格和时尚个
性。CX70拥有2780mm的超
长轴距，“2+3+2”剧院式座椅
布局，让节假日全家集体出行
不再成为你的负担。CX70装
备多功能座椅，第二排可前后
滑动，4/6前折，第三排座椅5/5

独立翻折，带来灵活多变的空
间组合及3810L的超大载物空
间。

CX70搭载1.6L的VVT发
动机和5速手动变速器，底盘由
长安汽车在美国底特律的研发
中心设计完成，采用前麦弗逊
独立悬架+后五连杆式半独立
悬架的组合方式，滤震效果突
出 。 CX70 以 18 项 工 艺 的
360°静音技术，打造全天候全
路况的静谧空间。在安全方
面 ，CX70 配 备 ESP、TCS、
HBA、ABS + EBD、AYC、
HHC、四轮碟刹。特别是车身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可以在转
向的时候自动纠正驾驶错误，

让你的每一次转弯都波澜不
惊。

CX70还应用了智能泊车
系统、定速巡航系统等高科技
配置，全面迎合了年轻消费者
对时尚前沿科技的追求。270
度雷达监测系统提供前2个雷
达探头、后4个雷达探头，倒车
影像和右侧全景影像，直观显
示车辆前、后、右侧的障碍物实
时情况。

北京车展前的4月21日，
在郑州新纪元黄河桥4S店，长
安CX70举行的“大行7道客户
品鉴会”，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
欢迎。

北京车展上，劳斯莱斯发布
了古思特Black Badge Edi-
tion，并将成为未来劳斯莱斯旗
下的长期定制版本。同时，魅影

“ 天 籁 灵 境 ”特 别 版
（Wraith-Inspired by Mu-
sic）和曜影（Dawn）也同台亮
相。

古 思 特 Black Badge
Edition以黑色为主，装配了全
新的碳纤维材质五辐式轮圈，造
型非常别致。

值得一提的是，新车还首次
采用了黑底色银字体的品牌
LOGO，此外，立于车头的欢庆
女神也首次采用了黑色材质打
造。

新车采用了双色内饰搭配，
中控台采用全新材质进行包裹，
视觉效果彰显出独特的奢华感，
并在后座和中控台时钟下方设
计有独特的LOGO。

新车搭载重新调校的6.6L
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最大

功率 624 马力，峰值扭矩 870
牛·米。相比在售的普通古思
特，提升 53马力和 90牛·米。
与发动机匹配的均是8速自动
变速箱，此外，新车还重新调校
了空气悬架，并配备有更大的制
动卡钳。

起亚 混动SUV Niro首发

长安 推出大七座车CX70

劳斯莱斯 古思特Black Badge Edition发布

凯翼X3 众包造车6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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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陪护护理53727683
●张利民、月嫂、保姆56781234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爱心月嫂保姆护工63883878

招 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小投入免加盟 15093373737
●全通快运招商 18639499991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洗衣招商加盟
干洗机水洗机熨烫耗材

13903867120、4000886255

转 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位佳盈利饭店 18538128085
●转品牌网吧、转（租）

1300m2地下室 13303831665
●名烟名酒超市 18039552122
急转巩义酒店
4000m2，客房66间，两个歺厅，

设施齐，正常经营13213203666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2968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建分销系统APP13373919238

让饭店酒吧

●颖河路600平方米饭店转让，

房租极低13007609966闫先生

信息窗口

●水果、干果配送 66663355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上门安装车辆GPS定位

追踪器 260元/套 88880812

声 明

●赵云慧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丢失注册号：410104
600071445声明作废。

●李昱萱，河南教育学院语文

教育专业大学毕业证遗失编

号 506991201406900092，
汉语言文学教育自考本科证

遗失编号65410104121050084，
声明作废。

●李峰郑州大学毕业证（10459
1200305000782）丢失作废。

●徐徐丢失南阳理工学院高级

护理专业二年制专科毕业证

书，编号为 1165312008060025
07，声明作废。

●陈黎明执业药师注册证（编号

412315017441）丢失声明作废

●新密市市区蓝箭防水材料

门市在新密农商银行城关

支行开立基本银行结算账

户，开户许可证丢失，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
019762001.特此声明。

●刘丽华导游证丢失（证号D-
4102-000140）声明作废。

●濮阳市中建钢结构工程有

限公司的资质证书（证书编号：

B3084041090102-4/2；B30
84041090102-4/4）副本不

慎丢失，声明作废。

●郑艳伟河南省专业技术资格

证遗失管理号：豫人职【20
09】510号 09332753特此声明

●李秀花郑房权字第00010610
65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此声明。如无异议，发证机

关将予以补发。

●汇城（河南）房地产有限公

司预售证号：0503号下的空

白商品房合同 5套，一式五份

合同号为 9811132、070393
2、0703931、0703930、06
00829丢失，声明作废

●濮阳县祥辉建安有限公司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证书编号：C1024041092814
-4/4，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李依良身份证:41010520030
5160081残疾证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封丘县鸿森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将资质证书正本一份

丢失，资质证书编号 B3034
041072704，发证日期 2010
年 3月 18日，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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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折弯机剪板机
刀模配件长江集团 63586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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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5238618651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培训招生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 聘

●广告媒介业务 17737199292
●诚聘招生代理 13849099717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