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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博瑞
指导价：11.98万-22.98万元
排量：1.8T、2.4L、3.5L
车型亮点：整体造型设计亮点很

多。前脸运用“回纹式”前进气格栅，两
侧前大灯与之相匹配，并带有透镜。此
外，前保险杠两侧柳叶形格栅设计很时
尚，内部还配有圆形雾灯。内饰设计简
约大气，中控台配备一块8英寸触摸液
晶显示屏，底部为空调出风口及功能按
键，整体布局较为清晰，易于操作。另
外，新车还配备了橙色氛围灯，以突出
豪华氛围。配置方面，全系标配了
ABS+EBD、ESP电子车身稳定系统、
前排双安全气囊、电子手刹、自动驻车
功能、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双区独立
空调与后排出风口等。而诸如导航系
统、座椅加热、电动调节、360°全景影
像、后排电动座椅、HUD抬头显示及自
适应巡航等则出现在高配车型上。

长安睿骋
指导价：10.88万-20.18万
排量：2.0L、1.8T
车型亮点：前进气格栅的内部条幅

变细，前大灯内部灯组结构进行了全新
设计，并融入了LED日间行车灯，前保
险杠两侧的前雾灯尺寸也有所增加。
此外，装配了一款全新造型的外后视镜
和铝合金轮圈。内饰方面，多媒体控制
区控制按键组合进行了全新的设计，整
体视觉效果更加简洁。此外，新车换装
了全新的多媒体系统，部分车型还配备
有8英寸大屏、手机映射功能、App远
程操控、导航系统、语音识别、360度全
景影像、自适应巡航等。

绅宝D70
指导价：13.98万-21.58万
排量：2.0T
车型亮点：前进气格栅的车标周围

采用了类似螺旋桨造型的设计，看起来
很新颖。安全配置方面，全系标配
ESP、TCS、坡道起步辅助系统、胎压监
测 、前 后 泊 车 雷 达 、盲 点 监 测 、

ISO-FIX儿童座椅接口等。除了入门
级的2.0T舒适版，其他四款车型还标
配倒车影像、侧气帘。

东风风行F600
指导价：9.99万-12.29万
排量：1.5T、2.0L
车型亮点：新款车型外观采用了东

风家族最新的设计语言，有着饱满的前
大灯和厚重的进气格栅。第二排车门
采用滑门结构，方便第二第三排乘客进
出。内饰设计比较简单，黑色烤漆面板
算是一个亮点，方向盘、中控台、仪表灯
设计都中规中矩。座椅采用2+2+3的
布局，商务气息营造得比较到位。

东风风行CM7
指导价：14.99万-21.99万
排量：2.0T
车型亮点：前大灯组内部采用了

LED光源，造型更加时尚。前翼子板和
后尾门位置都贴有“VIP”专属标识，以
证明新车的特殊身份。采用了传统的
侧滑门设计，方便乘客上下车辆。配置
方面，拥有ABS+EBD+BA系统、倒车
雷达、前后独立空调和电动外后视镜
等。高配车型还配备了中控液晶显示
屏、导航、后排液晶屏幕及360度车身
全景摄像头等。自动挡车型配备了
2.0T+6AT的动力组合，进一步丰富消
费者的选择。

一汽奔腾B70
指导价：9.98万-14.98万
排量：1.8T、2.0L
车型亮点：运动版车型在前格栅上

增加了红色装饰条。内饰方面依然保
持了老款车型的设计，新款普通版车型
增加了黑色内饰。 配置方面，部分车
型增加了前泊车雷达、外后视镜加热
等。其中1.8T自动运动尊贵型增加了
无钥匙进入、启动系统。同时两款尊贵
型将比豪华型增加中控台液晶屏、GPS
导航、倒车影像等配置。

上汽大通G10
指导价：13.38万-26.98万
排量：2.0T、2.4L、1.9T
车型亮点：新款车型主要针对外

观、动力、空间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外观
更为霸气，并运用了家族式前脸设计。
旗舰版在配置方面增加了电动侧滑门、
电动后备厢盖开启/关闭以及全景影像
等。同时，该车将采用舒适性更加出色
的Novimat自适应平衡后悬架。

瑞风M5二代
指导价：13.95万-16.25万
排量：2.0T
车型亮点：外观亮点集中在前脸，

鹰眼式的前大灯锐利感十足，夸张的镀
铬“大嘴式”进气格栅造型粗犷。新款
车型对NVH等品质细节进行了升华，
发动机舱、驾驶舱前围等区域实施全新
声学包方案，提升整车静音效果。车内
空气质量进一步提升，全面去除车内异
味。智能方面，搭载8英寸彩色电容
屏，集成MP5影音娱乐系统、智能语音
系统等配置。此外，新车还搭载PEPS
系统、TPMS胎压检测系统、倒车雷达
系统等人性化安全系统。

荣威550
指导价：11.68万-18.28万
排量：1.8L、1.8T
车型亮点：外观方面，新款车型的

前脸采用新样式的中网格栅，同时两侧
与前灯组内侧结合，灯组的线条进行了
改进，相比老款更加协调。尾部变化则
集中在灯组部分，新的LED光带相比
老款漂亮，还运用了新样式的轮圈。新
车全系标配电子手刹，启逸版以上车型
还新增发动机启停、制动能量回收、坡
道辅助等电子辅助功能。部分高配车
型则配备有带清洗功能的氙气大灯、低
滚阻轮胎、前排主动式安全头枕等。顶
配车型还配备了Inkanet系统，其集成
了倒车影像、触摸屏、蓝牙、导航、3G上
网、“自由行”智能避堵等功能，中高配
车型也可选装。

品质越来越硬 实力不逊合资
□记者 祁驿 实习生 田昊

外观漂亮、空间大、配置丰富、品质感越来越强……以前自主品牌还只能在廉价市场上冲杀，而随着这几年越来越多自主品牌厂
家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研发水平等方面的提升，推向市场的中级车产品越来越赢得市场的认可，像吉利的博瑞、荣威等品牌已经在
中级车市场争取到了一席之地。

桑塔纳
指导价：8.49万-12.38万
排量：1.4L、1.6L
车型亮点：家族化前脸与新朗逸相似，

相比上代车型，更符合新时代人群的审
美。在车款不同档次配置的选择性方面要
更加丰富，其中1.6L手动挡车型也增加了
豪华版，装备电动助力转向、真皮座椅、电
加热后视镜、行车电脑显示屏、自动空调与
6安全气囊等，而定速巡航与前排座椅加热
为选装。豪华版车型还配备了车身电子稳
定控制系统，1.4L和1.6L舒适版则提供用
户选装。此外除三款风尚版外，其余车款
均配有电动天窗。

领动
指导价：9.98万-15.18万
排量：1.6L、1.4T
车型亮点：新车外观与海外版全新

ELANTRA的设计保持一致，相比现款朗
动前脸更为激进、运动。配置部分，座椅记
忆、副驾电调座椅、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
方向盘加热、自动大灯、集成后排出风口及
空气过滤器的双区自动空调等十分抢眼，
同时支持苹果Carplay和百度Carlife两套
智能手机互联系统、自动紧急制动、后备厢
智能开启、前方碰撞警告和盲区监测等配
置则体现了其先进前卫的一面。

致炫
指导价：6.98万-10.48万元
排量：1.3L、1.5L
车型亮点：在外观方面并没有太大变

化，前脸采用了丰田最新家族设计，尾部设
计上尾灯组采用LED光源，同时还针对后
保险杠进行了升级，更显运动感。在配置
方面，全系标配大灯高度调节、LED尾灯、
四门电动车窗及后雨刷、VSC系统、HAC
系统和智能启停等。部分高配车型还增加
了带透镜前大灯、LED日间行车灯、电动天
窗、电动调节外后视镜等。

上接B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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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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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类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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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力美的补氟清洗56692925

招 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软件网站

●直销商城APP开发 55919528

让饭店酒吧

●温州饭店转让 13526606887

公 告

●寻亲公告该女自称

花水兰（音）约 45
岁2015年5月29日
在黄河南路与熊儿

河路附近流浪有知情者自登

报 10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

站联系 0371-68953509
●寻亲公告：该男

自称陈小桥约50岁
2016年1月16日在
淮河路流浪由嵩山

路分局护送来站因智力障碍

无法表自身信息有知情者 10
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联

系 0371-68953510

●编号：2016-0075 李朕，郑

国用（2012）第 21806 号《国

有土地使用证》遗失，本人

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证

机关将予以补发。特此公告

转 让

●经三路700m2火锅18903844099
●整形诊所托管 15038140222

声 明

●编号为 P410247460，姓名

为尤泽宇，出生日期为 2015
年3月19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作废。

●河南春雨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副本编号 41010
3577620052 丢失声明作废

●郑州六艺装饰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10103317323537）、发票专

用章、公章（编号 41010300
78074）遗失，声明作废。

●郑州新航教育图书有限公司

原公章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启明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本号 4101010000
08640，副本号 410101000008
640（3-4），组织机构代码证

正本号 55317234-7 丢失，声

明作废。

●拜珊珊出境旅游领队证豫-0
00161丢失，特此声明

●临颖恒润通置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副本证号：9141112
2317515598N(1-1)丢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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