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荣威i5

车型亮点：荣威i5定位为
一款紧凑车型，其长宽高分别
为 4601mm、 1818mm、
1489mm，轴距为2680mm。
除入门车型外，其余车型均配
备了10.1英寸中控触屏，搭载
的斑马2.0车机系统能使用语
音实现打开天窗、车窗、调节
温度和设置导航点等操作，并
且支持微信、在线音乐和在线
视频等应用，符合年轻消费者
的用车偏好。搭载1.5L自然
吸气发动机和1.5T涡轮增压
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20
马力和169马力，最大扭矩分
别为150牛·米和250牛·米。
传动方面，与1.5L发动机匹配
的是5速手动和CVT变速箱，
与1.5T发动机匹配的是7速
双离合变速箱。两款动力的
百公里综合油耗在8L左右。

名爵6

车型亮点：名爵6无论是
品牌定位还是设计理念，都向
世人展示着自己运动的属
性。尾部造型十分饱满，配合
上端微微上翘的鸭尾设计，视
觉效果十分运动。长宽高分
别 为 4695mm、1848mm、
1462mm，轴距为2715mm。
配备10.1英寸中控大屏及最
新升级的斑马智行2.0版本，
这也是该系统迭代后在MG
品牌上的首次应用。此外其
还具有一键启动、蓝牙电话、
电子手刹、换挡拨片以及
AUTOHOLD等配置。

绅宝智道

车型亮点：绅宝智道融合
大都之美设计语言、传承
SAAB操控基因，搭配1.5T+
CVT/6MT黄金动力组合，最
大功率 110kW，最大扭矩
210N·m，百公里油耗仅
6.7L，全系提供星桓紫、墨玉
黑、珠光白、极光银、波特红等
五色选择。绅宝智道对标奔
驰精工制造体系，使整车呈现
出细节方面的精湛做工和高
级质感。 4785 × 1835 ×
1490mm的大尺寸车身，加上
2780mm的超长轴距，带来了
绅宝智道宽绰的驾乘空间，既
有行政座舱豪华感，又有别墅
级家享体验，宜家宜商完美兼
顾。

新能源车：
靠谱的都在这里了

新能源车是大趋势，但是

很多河南消费者不了解，不要紧，
去年河南卖得最好的几款新能源
车都来了，从普及型到豪华型，都
能满足你。

北汽新能源EX360

车型亮点：EX360可谓体验
新标杆、续航新标杆、安全新标杆，
在同等价位、同等车型的新能源汽
车里面，续航最长、功能最全、配置
最高，配合高效能量回收系统，
EX360工况续航达318km，等速
续航398km。

北汽新能源EU5

车型亮点：人工智能家轿新典
范。北汽新能源EU5是达尔文系
统的首款落地车型，从智思、智观、
智言、智行、智融五方面为新时代
用户带来便捷出行体验。全新造
型，配备LED大灯、日行灯，可实现
仪表中控双屏交互、智能飞屏，语
音导航，语音打开空调、调节温度，
语音打开音乐；标配360度全景影
像、盲点监测等安全配置。最大续
航570公里。

北汽新能源EC系列

车型亮点：EC220以及EC3
是2017年爆款EC180（2017年纯
电动全球第一爆款产品）基础上优
化升级的产品。EC系列是比想象
中更经济、更实用、更强大的新一
代纯电动国民车。每公里仅需5分
钱，国家综合补贴超10万元。

全新奥迪A6L e-tron

车型亮点：奥迪A6L e-tron
由一台2.0L TFSI发动机和一台
盘型电机混合驱动，综合最大功率
180kW（245Ps），最大扭矩500N·
m。百公里加速用时只需8.4s，百
公里综合油耗仅为2.3L，总续航里
程高达880km。在纯电动模式
下，奥迪 A6L e-tron 可续航
50km，最高时速可达135km。

荣威Ei5

车型亮点：荣威Ei5是荣威品
牌旗下首款纯电动旅行车，是荣威
纯电动平台独立开发的车型。换
装来自宁德时代的52.5kWh动力
电池组，综合续航里程增加至
420km，最大续航达到 570km。

头灯组升级为全新箭翎造型，
提升了视觉效果。配备LDW
车道偏离辅助系统、AEB自动
紧急刹车系统、FCW前方碰
撞预警系统等主被动安全配
置。推出“24期0利率”“购车
送桩”等多重福利。

促销政策：
年前最大优惠给你

大河贺岁车展上有哪些
特别的优惠呢？记者发现不
少品牌推出的特惠政策，在其
他地方都享受不到。当然，更
多的实惠，还是要到现场才能
享受到。

广汽丰田在大河贺岁车
展期间对全系车型（除汉兰达
外），购车赠送8年20万公里
的保养机油。汉兰达推出科
技贺岁版车型，增配360全景
影像、前后杠、侧踏板和10英
寸大屏导航，限3台；C-HR
首付1万元，一年免息，还可获
赠5000元的购车礼包，限5
台；凯美瑞双擎和雷凌双擎享
受电池无忧计划——16年40
万公里电池保修，电池相当于
终身质保，其间购车还可获赠
5000元的购车礼包，凯美瑞
混动限3台、雷凌双擎限2台；
雷凌、致炫、致享尊享2年零息
购车，获赠万元春节礼包，限
10台。

雪佛兰，车展期间，首付
2019元，新车你开走；全新迈
锐宝XL，最高可享1000元置
换补贴及10万Uclub会员积
分；购买雪佛兰车型迎新抢红
包，惊喜送不停；幸运大转盘
抽奖参与即赢好礼；超低首付
购车，最高可享36期0利息；
任意车型置换雪佛兰新车最
高可享6000元补贴。

奥迪A6L e-tron可以
上绿牌，不限行，还免购置税，
在大河贺岁车展上，免费赠
送、安装奥迪充电墙盒。

北汽新能源，在车展现
场，交99元抵1000元，分期
再优惠1000元，现场购车将
赠送年货大集专属大礼包价
值5000元，让你现场把后备
厢装满。

喜迎大河贺岁车展，上汽
大众汽车推出重磅让利活动，
家轿之王全新朗逸Plus9.99
万元起，走遍天下的新桑塔纳
5.99万元起，魅力轿跑全新凌
渡11.99万元起，还有B级标
杆轿车全新一代帕萨特20.69
万，潮流SUV途岳15.98万元
起……搭配超低首付、两年0
利率信贷等政策，1万多即可
拿下新桑塔纳，3万多拿下朗
逸，5万多就能把途观开回
家。超低首付、0利率信贷政
策同样不会缺席。同时大众
全球首款量产插电式混合动
力 车 型 帕 萨 特 、途 观 L
PHEV 闪耀亮相，上绿牌不
限行，上汽大众，无限，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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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吗？我想咨询
个问题，车管所提前15天
不收资料，年前出不了牌，
这是真的吗？”周一，郑州市
民张先生就发来了这样的
微信。

驻马店市民梁先生则
表示，销售顾问告诉他，如
果本周内不能办理购置税，
下周起国税局开始放假，就
不能办理了。

临近春节，网上开始传
出车管所年前15天不收资
料、购置税即将停办的消
息，让不少想在年前买车的
消费者心里都犯起了嘀咕：
年前买的车，还能顺利办完
手续开回家吗？

求证：
以上传闻都是谣言

郑州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车管所负责人表示，车管
所每年春节放假始终按照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如
果办业务的市民较多，车管
所工作人员甚至会延期下
班，“网上传的‘过年提前15
天不收资料’的情况是不属
实的。”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即便是过年放假，郑州交警
包括车管所在内的所有机
关部门，全部都要执勤。

“太可恶了！”说到网上
的传闻，郑州市税务局车辆
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的工
作人员很气愤，他表示，购
置税管理分局一直工作到
除夕，并不会提前停办，“我
们都是按照国家法定假日
进行工作，不会说到下周就
停办了，没有这样的事情。”
他表示，除法定节假日外，
购置税部门正常办理业务，
一切正常。

提醒：
年前办业务最好错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
闻？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一方面是部分汽车销
售人员为了催促客户下
单，故意散布；另一方面，
年前也确实存在着扎堆交
税上牌，业务量过大的问
题。

车管所的工作人员表
示，预计上牌高峰将持续
到下周，市民如购买新车，
汽车4S店都可以办理一张
临时牌照，在临牌有效期
内可以不用急于上牌，以
避开上牌高峰。同时需要
提醒的是，临时牌照分两
种，只能在郑州行政辖区
内行驶的号牌大多采用天
蓝色底纹黑色字体，可申
领三次也就是说有效期限
为21天；而跨行政辖区号
牌则采用棕色底纹黑色字
体，最少有效期限为3天，
有春节回家需求的车主，
可以要求4S店开具。

国税局的相关负责人
也表示，一方面，他们会通
过开辟窗口、增加人员、延
时服务等方式尽量满足大
家的需求，但同时也提醒
大家，根据《车辆购置税征
收管理办法》第五条：纳税
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的，
应自购买之日起60日内申
报纳税；进口自用应税车
辆的，应自进口之日起60
日内申报纳税；自产、受
赠、获奖或者以其他方式
取得并自用应税车辆的，
应自取得之日起60日内申
报纳税。也就是说，税务
部门为车主预留了充足的
时间办理车辆购置税缴纳
业务，所以完全可以避开
春节前的高峰时段，错峰
办理车辆购置税。

车管所年前15天不收资料？
购置税下周就停了？

别慌，
这些都是谣言！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祁驿 耿子腾

“车管所过年提前15天不收资料”“购置税下周
就停了”，临近过年，这样的说法又开始传播，很多买
车人疑惑，年前还能不能办好所有手续？

记者向郑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和郑州市税务局车辆
购置税征收管理分局求证，得到的说法是，两个单位都
正常办公到春节放假前，这是一些汽车销售人员为刺激
客户购买，编造出的谣言，让车管所和国税局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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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买车哪里靠谱？
看过大河贺岁车展再说

传言：
车牌和购置税年前停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