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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广发：
开业庆典暨中部培训中心揭牌

随着RX5的大获成功，荣威i6紧随其
后,集众多前沿科技和理念于一身，拥有世
界级汽车设计、世界级动力科技和世界级互
联网应用，并拥有同级轿车中最佳风阻系数
0.25、最宽车身1835毫米、最长轴距2715
毫米、最大内部横向宽度1479毫米、最大后
排膝部空间77毫米，以及最大头部空间。

作为全球首款搭载世界级“蓝芯高
效动力”“绿芯新能源”和“智能互联系
统”三大引擎的产品，荣威i6的诞生意味
着荣威已经迁移到了“车联万物”和“大
数据”的时代，将引领汽车工业进入高效
清洁内燃机动力、新能源技术和智能互
联科技并重的“三擎时代”。

互联网汽车RX5成网红
剑指3万根本停不下来
□记者 祁驿

11月份的“爆款”网红车是谁？
不用说，当然是荣威RX5。在刚刚过
去的11月，“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
车”荣威RX5月销量达21344辆，有
望带领上汽冲击年销售30万辆的年
度目标。

大数据显示，荣威RX5近7万的累
计销量中，有超过70%是互联网版本。
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市对于互联网
时代和品质消费时代，用户对出行价值提
出的更高要求的精准把握。

作为全球首款量产互联网汽车，荣威
RX5搭载了世界级智能互联科技。每一
位车主都拥有一个独立的ID身份账号，

可远程控制车辆解锁上锁、开启空调、加
热座椅等，还可语音控制空调、播放音乐
和导航，彻底解放双手，让驾驶更便利的
同时也更有乐趣。

此外，自适应地图、双盲定位、自助支
付等炫酷的“黑科技”也给驾乘者带来了
更多全新驾乘体验，远远超出了车原始的
功能本身。

“黑科技”打动用户

消费者同样非常关注汽车的“硬件”
实力。荣威RX5的三大件:造型内饰、动
力性能、油耗表现等都已经得到了消费
者的普遍认可。

世界级“蓝芯”高效动力，领先同级
SUV 两个时代，百公里加速比同级SUV
快2秒，百公里刹车距离比同级SUV短2

米以上，动力水平堪比主流合资2.0L车
型。油耗方面也是十分给力，百公里油
耗比同级SUV少2L。

荣威RX5有领先同价位产品2代的
“超屏”:10.4英寸高清触控电容屏、同级
最大内饰“软包”面积和采光面积达0.86
平方米的超大全景天窗。

实力有硬功夫保证

i6开启“三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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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介明钢

12 月 3日，“触手可及的舒享体
验”——瑞风A60 MINI技术路演暨
上市发布会郑州站上演。当天，现场消
费者通过产品拆解展示、专业讲解等路
演环节，直接“触碰”到了瑞风A60的
产品技术。当天，瑞风A60还以13.95
万-17.95万元的售价正式登陆河南地
区。

瑞风A60搭载江淮自主研发的
“白金传动系”，TGDI直喷增压发动
机+DCT湿式双离合变速箱。TGDI

直喷增压发动机融合缸内直喷、涡轮
增压、可变气门正时等技术，在1500
转的日常运行环境就能达到251N·m
峰值扭矩。DCT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传动效率高达 95%，比 6AT 高出
8%-15%，使瑞风A60拥有128KW的
充沛动力。

瑞风A60在时速30-80公里区间
车内噪音不高于54分贝，车内音响采
用JBL高保真音响。配合5005mm×
1890mm×1503mm超大空间及前后
排按摩座椅、独立三温区空调系统，给
人极致舒适体验。

作为新龙马汽车旗下的首款SUV车
型，启腾V60日前在河南区域举行了上市
发布会，首批上市的3款车型，均搭载1.5L
自然吸气发动机，售价 5.69 万~6.69 万
元。同时，新龙马汽车公布了针对启腾
V60的整车3年或6万公里的保修政策。
从即日起，新龙马汽车河南三人行4S店已
经全面启动新车预订工作。

启腾V60作为诉求“质价全能”的战
略车型，以欧式立体美学为设计理念，具
备传统SUV硬朗大气的整体观感，双腰
线设计的车身，并且配备黑色前保险杠和
暗银色下护板，让整车动感十足，符合新
生代消费者对外观的审美。在动力上，搭
载了东安1.5L DVVT自然吸气发动机，
拥有进排气独立智能控制可变气门正时

系统，进气、排气独自控制气门开启时间，全
面适应整车各种工况，配合5MT变速箱，实
现了充沛的动力输出和极佳的燃油经济性，
百公里油耗仅需 6.8L。在空间表现上，以
2721mm的超大轴距，配上2-2-3的座椅布
局，实现了同级七座SUV无法比拟的舒适
乘坐体验。同时，配备了双倒车雷达、倒车
影像、8英寸超大车载智能屏等智能科技配

置和TUD高强度车身、双安全气囊等
丰富安全配置，打造出由内至外的全能
SUV，带给消费者超价值感的全新驾乘
体验。

可以说，凭借德系品质的造车工艺，
诉求“大七座质价全能”的价值表现和
5.69万的起步售价，启腾V60成为了紧
凑级SUV市场的“性价比之王”。

□记者 解元利

12月3日，东风悦达起亚河南广发
店开业庆典在河南广发大中原旗舰店
隆重举行，与此同时，东风悦达起亚中
部培训中心也在此正式揭牌。河南广
发专营店董事长庄凯、东风悦达起亚总
经理金坚、销售本部副本部长杨怀友、
经销商支援部部长金钟云等领导亲临
活动现场。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在河南首批授
权的4S专营店，河南广发自2004年成
立以来，始终秉持“河南广发 起亚之
家”的服务理念为客户打造舒心和谐的

用车生活。扎根中原12载，新车销售
累计近3万台，售后服务客户累计超15
万批次，并收获了诸多殊荣。随着河南
广发大中原旗舰店建成并投入运营，河
南广发也将开启新的征程。中部培训
中心是东风悦达起亚全国三大培训中
心之一，位于河南广发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4楼。其中理论教室、多媒体教
室、标准化教室、实习教室共计8间，整
体面积达1794平方米，年运营能力2.4
万人次。中部培训中心承担着周边12
个省市、近200家经销商的日常培训工
作，为东风悦达起亚的经销商培训提供
更多的支持和保障。

新龙马汽车：首款SUV启腾V60上市

江淮中高级轿车瑞风A60
登陆郑州

□记者 解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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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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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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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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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信息栏目

分别在AⅡ06、07版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信息窗口

●售库存棉袜5角13676905591
●找经验丰富，信誉好的老律

师 13613841044 李

转让

●转营业中宾馆 15639023027

家电维修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3778919
●冰箱空调洗衣机13283831819

声明

●张宇龙中原工学院毕业证原

件及证书编号 104651201105
004097 遗 失 ，声 明 作 废。

●吴洋，郑国用（2014）第 5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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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市二七区小鲁河种植园

农行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

号 J4910019826801，账 号 16
036101040002333，开 户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侯砦分理处，特此声明。

●孙科苗郑房权字第10011127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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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高新区四季水暖店税务

登记证副本丢失 372924197
30506066X，声 明 作 废 。

●殷崇郑州澍青医学院毕业证

丢失证号 1294812014060002
06声明作废

●李玉东丢失信阳师范学院函

授专科毕业证书，编号：1047
75201606071563，声明作废。

●朱春燕丢失信阳师范学院函

授专科毕业证书,编号:1047
75201606071545,声明作废。

●王森伟遗失河南师范大学政

教专业毕业证编号 870852学
士学位编号 870852声明作废

●自学考试毕业生邱波，身份证

号 410823197109168330 毕业

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412437、
072915，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幸食面包店遗

失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10
82319901015044701特此声明。

●编号为P410233186，姓名为

范宇哲，出生日期为 2015年
10月 1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

丢失，声明作废。

●邹秋月遗失河南省行政执法

证，编号豫 A06-717248, 特
此声明。

●新乡市新邦物流有限公司国

税发票领购薄号码 9141070
3MA3X85QQ8E遗失特此声明

●青岛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

限公司郑州兴华北街分店遗

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49
10018849802，现声明作废。

●陈向威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毕

业证遗失，证号 10078120040
6000114，声明作废。

让饭店酒吧

●转500㎡火锅店13810346548

●北环商业综合体饭店转让

460 平配套齐全接手即盈

电 话 13837199535 郑 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