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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介明钢

十年风雨坎坷，十年传承跨
越。6月18日，郑州市广汽丰田
航海路富达店举办十周年店庆。

在过去的十年中，富达人努
力拼搏、积极进取，铸就了富达
诚诚十年的辉煌：连续7年获广
汽丰田“全国十佳经销商”等诸
多殊荣。

当然，在庆祝荣誉、奖励员
工的同时，富达诚诚也不忘在销
售、售后上全面回馈广大客户。

当天下午3时，该店举办了

“富达十周年店庆团购会”。覆
盖销售、售后，全车系的钜惠政
策；百万让利的七重豪礼；砸金
蛋、套圈等趣味小游戏，让现场
气氛异常火爆。

晚上7时整，该店精心准备
了大型文艺晚会，盛情邀约广大
新老客户、媒体人士一同参加。
晚会现场，除了由富达员工准备
的精彩节目，还表彰了该店的一
批功勋老员工，宣布了一批销
售、售后的优惠政策。另外，还
有令人惊喜的抽奖环节，奖品的
力度那是杠杠的。

6 月 19 日，“车风光——
2016北汽昌河汽车Q25全国
巡展”郑州站活动在欢呼声中
完美落幕。累计 326 名活动
报名者积极参与，经过一天的
激烈角逐，最终，来自郑州的
王先生携手北汽昌河汽车
Q25 获得郑州站活动的单站

冠军及Q25车模一部。同时，
单站冠军获得者将在7月9日
参与全国“车·风光Q乐终极
赛”的挑战。

本次北汽昌河汽车Q25全
国巡展活动以“车·风光”为活
动主题，为前来参与的嘉宾展
现了北汽昌河汽车Q25独特的

产品魅力，凭借其炫动的外观
设计、智能灵动的科技体验与
七星驾乘体验成为本次活动现
场当之无愧的焦点。本次试驾
活动结束后现场完成了47台的
销售量，这是北汽昌河汽车以
品牌立身、以品质取胜的最好
证明。

探寻之旅，对比试驾，节油大赛——

□记者 解元利 史歌 刘婷婷

雪佛兰带你探寻“最后的净土”，卡罗拉带你感受双擎科技，东南DX举办对比试驾，昌河
Q25全国巡展郑州站落幕……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车型，释放你的驾控激情。

“勇闯新境”2016雪佛兰最
美中国行活动再度启程，继续
由雪佛兰创酷、科帕奇以锐不
可当的美式精神，踏上了探寻
中国“最后的净土”之旅。

首站选择了川藏公路，参
与者与雪佛兰科帕奇、创酷一
起从“天府之国”成都出发，经
由康定、川藏公路、理塘，直至
目的地稻城亚丁，全程大约800
多公里。“只有最专业强劲的
SUV，才能跨越中国复杂地貌
的各种路况，去探寻每一个隐
藏在这广袤土地之中的，隐秘
的，不为人知的，却又风光旖

旎、令人神往的最美风景。”
川藏公路上虽然有非常优

美的自然风光，高山湖泊、原始
森林、高原草甸、雪山景观互相
交融，形成独特的绝世美景，却
也极富挑战。从成都出发一路
西行海拔在不断升高，需要翻
越多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大
山，沿途多为多弯狭窄的山路，
不时会有倾盆大雨，以及山体
滑坡的危险。

所幸我们可以驾驶着雪佛
兰科帕奇和创酷，在公路上驰
骋，即便遇到坑洼沟壑、碎石塌
方路段，也可以从容面对。创

酷全系标配ESC+ABS+EBD+
BAS，CBC弯道控制+ROM翻
滚感应系统，让它在山间驾驭
信步自如；而科帕奇所具有的
仅需0.2秒响应的AWD智能适
时四驱系统也毫不示弱，让我
们在多变的路况中应对自如。
而高海拔再加上陡峭的地势对
动力输出来说将是一场真实力
的挑战。但旅途中雪佛兰科帕
奇、创酷双雄，带给我们的是不
断的惊喜，翻越一座座山峰、跨
过一条条河流，让我们领略美
景、吸取文化的同时，也不禁感
叹科帕奇、创酷强悍的性能。

2016“雪佛兰最美中国行”再启征程

6月15日，一汽丰田“无双
油耗·尽擎挑战”卡罗拉双擎极
致节油争霸赛郑州站的活动圆
满落幕，参与客户全方位感受
了双擎科技，共同见证卡罗拉
双擎满载极限油耗的诞生。

当日活动中，为了模拟大
多数的车主真实驾驶习惯，赛
程特别挑选了市区拥堵路段以

及车流量较大的主干道作为挑
战路线。由一汽丰田郑州4S店
世纪鸿图、裕华丰田、富达丰
田、豫中丰田等4家店评选出的
8位卡罗拉双擎车主，向超低油
耗及全国争霸赛名额发起了挑
战。最终，卡罗拉双擎车主曹
飞取得了低于4.2升/百公里综
合油耗的成绩。

作为混合动力车型的卡罗
拉双擎，其搭载的1.8L阿特金
森发动机和电动机组成的混动
系统，不仅省油而且动力表现
也很出色，更全系标配转向辅
助车身稳定性控制系统+上坡
辅助(S-VSC+HAC)等多项高
级装备。

卡罗拉双擎节油赛郑州站落幕

6月18日，东南DX7巅峰
对比试驾会在郑州国际汽车公
园激情上演。作为SUV市场后
起之秀，东南DX7上市以来凭
借时尚外观内饰、大空间、高配
置赢得市场青睐，而现场对决
也再度印证了消费者的眼光。

动力方面，东南DX7搭载

1.5T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
115kW，最大扭矩215 N·m，除
了1.5T车型，DX7还拥有2.0T
运动版。该车搭载三菱EVO
赛车底盘，再加上前后独立悬
架，不仅带来平稳的驾驶体验，
更时刻保护着车主安全。

在各环节的试驾体验上，

东南DX7丰富的配置也起到十
分出色的作用,如陡坡台架，试
驾车主通过上坡辅助、陡坡缓
降等配置安稳地完成整个试驾
项目。另外，SIDE VIEW车侧
影像辅助、AVM全景影像显示
等辅助系统让驾乘员在整个试
驾环节上都轻松通过。

东南DX7巅峰对比试驾会激情上演

昌河Q25郑州巡展圆满结束

上汽通用NVH试验室
探访静音之秘
□记者 解元利

提起NVH，大家最为熟悉
的莫过于上汽通用别克的“深海
静音”。这个将NVH从“技术工
作”上升到“系统工程”层面的百
年汽车品牌，在NVH领域的造
诣深厚程度可想而知。日前，上
汽通用汽车泛亚汽车技术中心
振动噪声试验室二期工程正式
投入使用，记者有幸探访其中为
大家揭开NVH工程方面“大师
级”车企的秘密。

上汽通用泛亚技术中心振
动噪声试验室二期，被称为目前
世界上最安静的整车异响试验
室，同时，还拥有第一个翻转90
度的声学消声室、第一个新能源
汽车驱动电机及逆变器半消声
室、第一个电液伺服多轴激振异
响半消声室的降噪解决方案、第
一个集成汽车发电机以及汽车
压缩机的振动噪声测试系统等
很多“世界第一”的NVH试验

室。
全新一代君越所带来的超

越静谧舒适的高品质车内环境，
最能直观、清晰地展示出通用汽
车在NVH技术工程的实力。全
新一代君越流线型设计造就出
0.29低风阻系数，大幅降低了行
驶中的风噪困扰。在发动机噪
声源头方面，君越搭载的无论是
荣膺“沃德十佳发动机”的高性
能2.0T SIDI直喷涡轮增压发动
机，还是通用新一代小排量发动
机系列的最强成员——1.5T
SIDI智能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
都拥有出众的静音表现。

与此同时，全新一代君越采
用了大量的高等级声学材料，比
如夹层声学隔音玻璃、Shilon
Patch 三明治声学耗散型防火
墙、LASD液态阻尼垫替代传统
的隔音垫等。更有主动降噪技
术实时监控座舱声音环境，给消
费者带来“不同凡响”的静谧舒
适驾乘感受。

富达诚诚：10年店庆回馈客户

来吧，释放你的驾控激情

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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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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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B04、05版

家政服务

●利民保姆月嫂护理53727683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2968保养充氟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空调冰箱热水器65322773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空调移机维修加氟66669222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18135687776

信息窗口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销售干鲜玉木耳4007663966

招商

●恒路物流加盟17639501777
●招学校食堂合作方88882058

转让
●旺铺出租转让15713870691
●华南城附近25亩工业用地

转让，有证18638568895

声明

●黄新宇（男）2016年不慎遗失

河南省中学高级教师专业技

术人员任职资格证书，编号：

B12060300219，声明作废。

●河南中恒钢结构网架工程

有限公司企业资质证书副本

（编号B3084041010509-4/3）
遗失声明作废。

●本人姓名焦建新、性别男，身

份证号码4101051965051544
7X于2016年6月3日不慎丢失

就业失业登记证，证号41010
5001500143声明作废

●申志强河南中医学院毕业

证丢失编号10471120110504
6074，声明作废。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张龙

辉毕业证丢失，编号1084312
01206002024，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高金宝麦多馅

饼店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

号410105600001421，声明作废

●郑州慧祥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J4
910022656101，特此声明。

●郑州市金水区老陈装饰商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0743681声明作废

●白静不慎将开封大学毕业证

原件遗失，证书编号：1106
91200506000014院系英语

教育，特此声明作废。

●许昌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12
年毕业生张艺潇遗失毕业证

书原件，证书编号10480120
1205003308，声明作废。

●新乡市易用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注册号41070300
0026178拟注销望债权债务人

见报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相

关手续

●许昌学院工商管理专业2011
年毕业生刘春鸽遗失毕业证

书原件，证书编号10480120
1105002929，声明作废。

●张清春郑房权字第10010858
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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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余成宇毕

业证丢失，证书编号：1378
412011060011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莉雪郑房权字第150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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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