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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5

T 动激情，尽享欧洲杯

——北京现代“GO！T 动欧洲杯”体验营郑州站圆满落幕
□记者 解元利

“欧洲杯”尚未开赛，北京现代“GO！T 动欧洲杯”大型体验营就率先在中原市场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6 月 4 日～5 日，
北京现代“GO！T 动欧洲杯”体验营在中原福塔激情上演，众多中原车迷、球迷在现场不仅体验到了激情狂欢的欧洲杯氛围，
更近距离感受到了北京现代车型的年轻与活力。

领动、
全新途胜成现场焦点
在活动现场,让消费者怦
然心动的不仅是足球，还有北
京现代多款动力、高科技感十
足的汽车，领动、全新途胜成
为消费者谈论的热点。
今年 3 月份才上市的全新
中级家轿领动，凭借动感时尚
的高颜值造型、丰富智能的领
先科技，以及 1.4T +7 速双离
合“黄金动力”组合在现场吸
引了众多看车者。

领动就宛如一支实力雄厚
的足球队，配备的 1.6L 自然吸
气与1.4T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犹如中锋，
频频冲击对方阵营，
以压制性动力成为禁区之王。
边锋要求速度快、反应迅速、穿
插突破传中准确，
而领动7速双
离合变速箱变速器换挡迅速、
动
力传递直接。后卫要有前瞻意
识，
领动特有的 AEB 等主动安
全配置，
防患于未然。守门员是

球队的最后一道保障，
需要可靠
全面，而领动的高强度车身、7
安全气囊等犹如一个全能守门
员，成为被动安全中的重要屏
障。Carplay+Carlife、智能后
备厢等智能科技配置如主教练，
运筹帷幄中把控车辆。流体雕
塑 2.0 设计和风阻系数犹如队
形，
整体规整富有创新，
而且十
分实用。灵活自如的操控性犹
如中场，
灵活、
协助进攻。

消费者嗨翻了 连呼太过瘾
各种欢乐体验热闹非常
火辣的开场热舞，让所有参与
者激情四溢；模拟赛场，让球迷体验
到了与巨星比拼的快感；亲子足球
体验游戏，让小朋友与父母们一争
高低……6 月 4 日～5 日，北京现代
“GO！T 动欧洲杯”大型体验营活
动现场，
热闹非常。
“欢乐 GO”体验区，人们通过
手机与领动的智能互联系统进行连
接问答，体验之余，还能获得精美礼
品。作为同级别首个同时搭载苹果
CarPlay 和 百 度 CarLife 智 能 互 联
系统的车辆，系统连接手机后，领动

就变身智能终端，IOS、Android 用
户均可实现车机互联。
在“欢乐 GOAL”项目中，大家
可以带球绕过一个个“足球明星”障
碍后起脚射门。欢乐动区域的九宫
格射门，则是对脚法的最佳考验。
而欢乐搬运游戏中，大家更轮流体
验了领动的后备厢智能开启功能。
此外，体验营中还有家庭欢乐
区、桌球对战区、我的欧洲杯、FIFA
对战区、
“领动”体验区、现场合影留
念及照片领取等互动游戏和节目，
让大家乐翻了天。

分 类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家政服务

●空调移修55552968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信息窗口

●空调冰箱热水器 65322773

●上门安装车辆 GPS 定位

●骑不坏的电车 18622516367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澳美加出国咨询留学中介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等服务 13676914511

●郑州韵达快递总部诚聘

加盟商王经理 15939049304

●位佳饭店转让 15713870697
●名烟名酒超市 18039552122

分类
●广告材料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汽车租赁招商 13937155938

转让

洗衣招商加盟

干洗机水洗机熨烫耗材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让饭店酒吧

寻人启事
●戚保见，
男，
74岁
白发身高 1.65 米

于 4 月 21 日走失

至今未归如有送人到家者定
重谢！戚四景 18638864013

声明
●王蕾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
证书编号 S004100562,高级

工程师，证书编号 B19960900

91，两证不慎遗失，特此声明。

13903867120、4000886255

设计装修

● 设计施工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镇山化村山疙瘩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新鲜玉木耳采摘4007663966

软件网站

家住洛阳市山化

招商

追踪器 260 元/套 88880812

材

●李丽预算标书 15837190386

装修装饰
●装修施工设计预算 86665433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 B04、05 版

京现代‘GO！T 动欧洲杯’体
验营，率先让孩子感受了一把
欧洲杯的气氛。”80 后的沈先
生连连称赞体验营，
“ 这个活
动真是太好了，太过瘾了。”
“虽然去不了欧洲，
但在这
里一样感受到了足球所带来的
激情与快乐。
”
正在挑战九宫格
射门的 90 后徐帅哥向记者表
示，
“以前通常都是我一个人熬
夜看球，
今年终于有人陪了，
正

好我们先热一下身，也让我女
朋友提前感受一下欧洲杯的氛
围。更重要的是在现场找到了
心仪的车型——领动。
”
在很多消费者看来，此次
北京现代举办的欧洲杯体验
营，不仅让专业球迷一展身手
过足了瘾，而非专业球迷也在
毫无门槛、充满乐趣的体验项
目中感受到了足球的快乐与
激情。

后记

一直以来，北京现代的品牌基因中都渗透着丰富的活力色彩，并且与
足球运动有着深厚的渊源。而此次“GO！T 动欧洲杯”北京现代大型体
验营，不仅让消费者不出国门便亲身体验到激情狂热的欧洲杯足球氛围，而且北京现
代企业形象和企业精神也随着足球这项全世界人们热衷的运动传遍全世界。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家电维修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现场消费者纷纷称赞 T 动
欧洲杯活动办得精彩，不但提
前过了一把欧洲杯瘾，还能和
领动、全新途胜等新车近距离
亲密接触，体验了领动和全新
途胜特有的高科技配置。
“我是一个铁杆球迷，我
们家小宝别看只有 3 岁多，在
我的熏陶下现在也是个小球
迷了，他准备和我一起看今年
的欧洲杯。没想到，今天在北

●袁丽华，
郑国用（2012）第230

●赵秋哲个人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证

0104600155350，特此声明。

8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遗失

和税务登记证丢失 注册号 41
●缴款人赵云停于 2014 年 2 月

机关将予以补发。

●河南双林建材有限公司营 14 日交纳诉讼案件受理费 98
业执照正本不慎遗失，注册号 62 元，票号 30547430（河南
410101000091909 声明作废

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及罚

●张勇会计从业资格证号码41

由本人承担，特此声明。

●郑州本源医疗器械有限公 没收入专用票据）不慎丢失，
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法律后果
司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0102197706041514 不慎遗

可证：J4986000008901 不

失，特此声明。

慎丢失，声明作废

黄鑫会计从业资格证号码 41

●焦怡明郑州大学成人高等

0103198212011316 不慎遗

教育临床医学系专业，本科证

失，特此声明。

●孟妍妍中南大学研究生毕业
证书不慎遗失，证书编号 10

5331201502002596 声明作废

●蒋红梅遗失河南农业大学

明作废。

师任职资格证于 2016 年 6 月

●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王晓

●河南科技大学王静毕业证（
06709）丢失，声明作废

4595200705000090 声明作废
号 104665201005076925，声

华丽 C16907050300056,教

证书编号 1046412013050

书不慎丢失，证书编号：
10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证，编

●曹静 C16901000300115,张

5 日丢失，特此声明

●长垣县太国汽修厂，开户许

芳毕业证丢失证书编号 1378
11201406004172 声明作废

●驻马店市达美装饰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资质证书编号 B30

●刘少云河南电大毕业证编 34041280151、B303404128
号 8521544 丢失，声明作废。

0151-4/1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分 类 机械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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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
公司减资公告
河南美科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决定减少公
司注册资本，由现在的 1100

万元减资为 100 万元，本公司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

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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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让物资设备
●企业转产，车床、焊机、塔
机、加气块等设备低价处理

机械物资

磁铁磁王

厂价 13137158563 66999250

联系电话：
18530975876

●转架子管扣件 13503785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