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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以“爱 奥迪
相伴”为主题的河南豫海奥迪
第二届爱心捐赠暨竞买会在豫
海奥迪展厅圆满落幕。来自各
地的爱心人士相聚豫海奥迪，
希望能为农民工子弟学校郑州
市乐善实验小学献出一份爱
心，汇聚众人之力，用爱心托起
希望。

爱心无价，奥迪作为最早
进入中国市场的豪华汽车品
牌，一直以来都在关注社会公
益事业，豫海奥迪作为一个有
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公民也热衷

于投入到更多的爱心事业中，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此
次活动前期，豫海奥迪的员工
们走入了乐善小学，送去了体
育用品，援建了爱心书屋。活
动伊始，各位爱心人士先后拍
得了包括原装奥迪 A3 限量版
自行车在内的 8 件精品套装，
竞拍金额 11448 元，随后通过
现 场 的 募 捐 ，总 共 募 集 善 款
14268 元。这些款项将全部用
于援建农民工子弟小学郑州市
乐善实验学校的爱心书屋。

（何豫）

豫海奥迪爱心竞买会圆满落幕

全新爱丽舍举办品质溯源之旅

近日，全新爱丽舍上市一
周年暨 600 万 km+品质溯源之
旅在武汉神龙三厂举行，5名从
全国用户中选拔出来的品质监
督官在小爱的诞生地追溯品质
之源。

5 名品质监督官在亲眼见
证了爱丽舍的生产过程之余，
也分享了各自喜爱全新爱丽舍
的理由。来自焦作的朱耕宁表
示，作为一个实实在在过日子
的人，他最看重的是爱丽舍的
可靠品质，特别是它的“省油”
和“扎实”。在参观完冲压、焊

装、涂装、总装四大工艺之后，
尤其是目睹了生产爱丽舍的高
强度材料和精密的焊装工艺，
他表示对爱丽舍的品质更增添
了几分信心。而来自石家庄的
袁玲女士则是一名坚定的“外
观控”，她对爱丽舍的外形可谓
是一见倾心，并且她认为爱丽
舍“将时尚和实用结合得非常
完美”。拥有同级最丰富的主
动安全配置和最坚固的被动安
全设计的爱丽舍让她觉得“心
里踏实”。

（张博）

绅宝D50打造超值之选

近日，北欧控绅宝D50以冰
点价格惠袭A级车市。绅宝D50
脱胎于豪华车 SAAB 9-3平台，
继承了 SAAB的优异基因，轴重
比为同级最优的 57∶43，并采用
带后轮随动转向技术的前后独
立悬挂系统，与同级车型普遍
采用的扭转梁非独立悬挂相
比，拥有更高的过弯极限操控
和乘坐舒适性。

安全上，绅宝 D50 采用了
SAAB Safe cage专利技术驯鹿
角车身结构，高强度钢使用比

例达到 52%；标志性的“长鼻子
“则提供了远超同级车型的溃
缩缓冲区；主动安全上，凭借疲
劳驾驶提醒、泊车雷达、独有的
Night Panel航空夜视仪表等配
置大大优于同级车型。

动力上，绅宝 D50 采用技
术成熟可靠的三菱 4A91 发动
机，该款发动机在轻量化、高性
能、低油耗方面都达到较高水
平，配合 5MT手动变速箱，动力
输出线性平顺，更兼顾燃油经
济性。 （李玲）

五菱宏光全系推多款新品

近日，上汽通用五菱为满
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正式推出五
菱宏光 S 手动标准型，同步推
出 的 还 有 2014 款 五 菱 宏 光 。
2014 款五菱宏光共有 1.2L 和
1.5L两个排量共 4款车型。

2014款五菱宏光改变的不
只是内饰，安全性也得到全面提
升，增大了制动泵的尺寸，从而
显著提高制动性能。动力方面，
搭载 1.2升和 1.5升两款发动机，
其中1.2升发动机最大功率为86

马力，峰值扭矩 108N·m；1.5L发
动机的最大功率为 112马力，峰
值扭矩 146N·m。传动方面，搭
载的是5速手动变速箱。

此次五菱宏光全系多款新
品的强势升级，将进一步巩固
其市场地位，相信“实力、实惠”
的 2014款五菱宏光以及宏光 S
标准型将受到消费者的喜爱与
肯定，并进一步与宝骏 730 共
同夯实“7座家用车”市场。

（穆翔）

吉利新海景：值得拥有的三个理由

什么值得买，什么不值得
买？一直都是困扰众多消费者
的“老大难”问题。作为家庭用
车来说，时尚的外形会提升家
的面子、舒适宽敞的空间会为
家庭带去便捷、出色的动力和
燃油性更能方便出行，而吉利
新海景恰恰符合消费者对于家
庭用车的各种需求，成功铸就
A+标杆新风范。

2014 款吉利新海景，整体
的外形设计更具时尚气息，如行
云流水般的腰线设计更显修长，
虽然前进气格栅设计简洁，不过
却别有一番精致。吉利新海景
在内饰的设计上更加精致，大量

镀铬饰条的装饰更赋予吉利新
海景更加时尚的气质，另外，多
功能真皮方向盘，高级皮质打孔
座椅、丰富的储物功能、提升整
车质感的全新运动组合仪表等
诸多贴心配置，更是演绎出如家
一般的温馨。

动力方面，吉利新海景采用
的是吉利自主研发的 JL-4G15N
发动机，这款发动机是JL-4G15D
发动机的升级版，品质更加出
色。吉利新海景这款发动机能
够带来的最大功率为 80千瓦，
最大扭矩为 140N·m，动力性能
十分适合城市驾驶。

（李涛）

东 风 风 神 AX7 定 位“ 智 豪 都 市
SUV”，为都市豪迈乐观的奋斗族量身打
造。东风风神 AX7 源自东风军工二号
平台，继承了东风军工产品的优秀基
因，配备了全新的科技智能配置，满足
C-NCAP五星安全标准。AX7遵循科技
时尚主义的设计理念，被誉为“SUV 中
的苹果”，科技智能水平大幅领先同级
车型，将有力助推东风风神从生力军向
主力军进发。

东风风神 AX7的外观造型俊朗、轩
昂、英姿飒爽。外形设计上，前格栅三
条横向电镀饰条，意旨八卦之首“乾”
卦，体现东风风神明显的家族特征，稳
重而大气。犀利鹰眼前大灯与前格栅
采用双重贯通设计，时尚前卫。引擎盖
上锐利的特征筋线，与大灯灯眉、俯冲
的 C型腰线相互呼应，律动华丽。

东风风神 AX7 内饰造型快意、舒
畅、如沐春风。主、副仪表板贯通一体，
上仪表板“飞翼形”设计，与中控 9吋大
屏浑然一体。缝线、拉手、换挡、仪表精
致豪华，多功能方向盘、双屏智能互联、
电子手刹、自动空调蕴含科技，完美诠
释科技时尚 SUV之美。

东风风神 AX7 搭载来自法国标致
雪铁龙（PSA）集团，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成 熟 可 靠 的 动 力 系 统 ，2.0L 扭 矩 达
200N·m，2.3L扭矩达 230N·m，同级爬坡
能力最优，同时拥有连续可变气门正时
机构（CVVT）、活塞独立冷却系统、AEB
平衡系统等先进技术，达到了欧 V的排
放标准。全新爱信 6AT变速箱，挡位清
晰准确，拥有坡度逻辑控制、挡位保持
控制等多项挡位控制技术。PSA动力和
爱信变速箱的完美结合，性能优异，使
得AX7兼具动力性、经济性和舒适性。

AX7的推出是东风风神产品提升、
品牌向上的战略一环。其不仅吸纳了
世界 SUV车型的前沿设计理念，更融合
了中国 SUV市场的主流消费需求，完美
实现了时尚、科技、品质的融合。在东
风风神由生力军迈向主力军“自豪向
前”的征程中，AX7 必将书写华系 SUV
的新传奇。 （小尚）

10 月 20 日，东风风行 CM7
在苏州展开了一段“首席人士”
的公商务旅程，全国的主流媒体
全情参与，正式体验了风行 CM7

“心宽天地宽”品牌主张和它所
带来的宽享从容的商旅生活。

东风风行一直致力于打造
一款最适合公商务人士的首席
公务舱。风行 CM7以“经历时间
的历练，身经百战的沉淀”表达

“首席”人群的内在特征，以“行
大道于天下，立厚德于人事”来
呈现“首席”人群的内在精神，赢
得了公商务人士的青睐。

作为新一代产品，风行 CM7
通过采用严苛的德系车标准，对

此给予“升舱”。据厂家人员介
绍，风行 CM7高刚性的驾驶舱与
乘员舱全部采用来自宝钢的 980
兆帕级别高强度钢材加上 10重
防撞钢梁、防撞杆的强化设计，
风行 CM7 在侧面碰撞测试中获
得了接近满分的优异表现，真正
做到了让后排的尊贵乘客安全
无虞。

在本次试驾中，风行 CM7给
我留下的最深印象莫过于其总
裁级电动座椅。该座椅为高级
皮质材料，带有靠背和腿托，可
实现接近 180°的平躺，让身体获
得最大程度放松。在上海—苏
州的舒适旅程中，我甚至把它想

象成了家中的沙
发和办公室里的
老板椅。并且，风
行 CM7 的双天窗
设计具有与全景
天窗同等的视野
开阔性，还可自如
控制开闭。

通 过 高 效 动
力 的 搭 载 ，风 行
CM7 的 操 控 十 分

自如。其 2.4L 车型搭载的三菱
经典 4G69 发动机在 2800rpm 低
转速时，便可输出高达 210N·m
的 扭 矩 。 而 我 们 这 次 试 驾 的
2.0T车型，搭载的则是被称作“红
头 ”经 典 的 4G63T 发 动 机 ，在
2400rpm-4400rpm这样一个宽转
速范围内，均可输出高达 250N·m
的扭矩。因此试驾中不论遇到
什么路况，我们都有一种无所畏
惧的从容感。 （朱庭延）
试驾小结：

风行 CM7，不需要去颠覆其
他同级车型，它追求精益求精，
它 以 五 星 升 舱 充 分 证 明 了 自
己。以仅相当于合资车型一半
的售价，构建了自身的价格优
势。不仅如此，风行 CM7 专属

“升舱”服务：护航计划为用户提
供了定制化服务解决方案。其
五大主动式关怀服务、五大 VIP
尊 享 服 务 以 及 24 小 时 维 修 救
援、5年/10万公里超长质保等高
标准服务在中高端 MPV 市场中
处于领先地位。风行 CM7，是一
款真正适合公商务人士的首席
公务舱。

“银十”接近尾声 厂家活动频繁
本报记者 朱庭延

五星升舱 宽享从容
——试驾风行 CM7

东风风神AX7：
智豪都市 SU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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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大龄农电工工作能力，提高农电
工安全防护意识，内黄供电公司积极开展大
龄农电工集中培训。该公司邀请劳动局专
业老师为大龄电工开展农村电工基础、安全
工作培训，旨在提高大龄电工安全工作意识
及能力，进一步促进优质服务建设，培训对
象主要为 50岁及 50岁以上年龄偏大的农村
电工。 （谢志鹏）

为深入学习修改后的民事诉讼
法，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修改后民事
诉讼法的能力和水平。许昌县检察院
民行部门全体干警从民诉法修改的有
关情况以及民诉法修改后有关法律监
督的规定、构建民事行政检察多元化
监督格局等方面进行了认真地学习，
并根据学习内容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了
更为清醒地认识：一是要正确把握法

律定性，规范工作流程，处理好办案、
监督、创新之间的关系；二是民行干警
要切实提高群众工作能力和创新能
力，从案件受理、审查到作出决定，把
好每个关口，每个环节；三是要加大宣
传力度，大力宣传民诉法规定的检察
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定位，使当事人
对检察工作有新的认识，使民行检察
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赵志田）

“六五”普法以来，洛阳伊川县司
法局结合实际情况，以着力提高青少
年知法守法意识为目的，不断加强对
青少年学生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取
得了较好成效。

一是推进青少年普法工作的深入
开展。在全县各中小学开辟法制宣传专
栏，协助学校设计法制宣传黑板报，赠送

《青少年看图学法律》等法律书籍和视

频，为青少年提供良好的学法平台。二
是营造浓厚的校园普法氛围。通过深入
开展“法制校园行”普法宣传系列活动，
组织律师到中小学开展法制讲座，引导
学生维护合法权益。三是酿造良好的校
园周边环境。定期与公检法等部门开展
警示教育活动，会同公安、教育等部门加
强研究和协调，加大对学校周边治安文
化环境的整治力度。 （崔素粉）

近日，新乡卫辉市地质矿产局举
行了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挂牌仪
式。该局依托办公楼走廊墙体，建设

“廉政文化长廊”，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廉政文化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廉政文

化氛围。并将以此为新的起点，充分
发挥、利用示范点的典型带动和辐射
作用，扩大廉政文化的辐射面和感染
力，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的反腐倡廉
意识。 （苏美德 杨红雨）

在深入开展“六打六治”专项行
动的同时，洛阳老城区安监局形成“三
结合”隐患查处机制，取得了显著成
效。一是企业自查与各级检查相结
合。对各个环节和岗位的安全措施
进行彻查。二是隐患排查与教育警
示相结合。在要求企业对排查的隐

患，限期整改的同时，吸取国内典型生
产事故案例，组织企业学习，做到“一
企出事故，万企受教育”。三是安全检
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对查出的非
法违法、违规违章行为，严格执行“四
个一律”的要求，依法严惩，切实织密

“安防网”确保安全生产。 （周乐乐）

今年来，长垣县南蒲街道办事
处在大力推进项目建设的过程中，
提出了“保姆式”服务理念，将办事
处 60个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任务分
解，切实推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
一套班子、一支队伍、一抓到底”的
保姆式服务模式和“一站式、全程

化、保姆式”的服务要求。同时，该
办事处每周召开例会，对进展缓慢
的项目逐个进行会诊、解剖，迅速化
解症结，强力推进项目建设。企业
主表示，有了“项目保姆”的帮助，他
们的项目进度比原计划提速三分之
一左右。 （董清香）

安阳林州市电业局为了支持该市经济
快速发展，紧密结合安全生产和优质服务
等，大力发展生产基建工作。近日，安阳林
州市河顺镇 10千伏河乐、河柳双回路供电线
路架设任务正在紧张施工中,这是林州市电
业局 2014年农网升级改造工程之一。据悉，
该新建线路全长 12公里，供电范围覆盖河顺
镇北部 10个行政村 1万余户居民，为保证供
电线路能够按时投运，工程自 8月份开工以
来，该局工程施工人员加班加点赶工期，预
计该线路将于 11月中旬竣工投运。（李林强）

今年以来，新郑市始终把信访工作作为推
动发展和巩固发展成果的有效手段，大力畅通
信访渠道，认真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和困
难。

天天接访。市、乡两级领导干部坚持每个
工作日在信访接待场所轮流公开接访，面对面
了解群众诉求，大量问题得到了及时处理。今
年以来，新郑市四大班子领导共接待处理群众
来访 613人次。同时，实行信访工作“日碰头”、

“日研判”制度，把各类信访隐患、矛盾问题化解
在萌芽状态。周周下访。在每月 15 日下访的
基础上，自 5月份开始，新郑市又建立了领导干
部周五带案下访制度，市四大班子领导、各村

（社区）党支部第一书记每周五带案到分包联系
乡镇、街道、管委会和所任职的村（社区）下访，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5月份以来，在
下访中督办信访问题 126 起。同时，每周一市
委常委会固定听取信访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信
访稳定工作。月月评比。制定了《新郑市信访
稳定领域红、黄、黑“三色旗”考核评定办法》，对
各单位每月信访案件结案率、化解率、息诉罢访
率等情况进行统计，评比出红、黄、黑旗单位，压
实信访工作责任。 （李光辉）

10月 18日，广汽丰田在成立 10
周年之际，以“一切为了您的微笑”
为主题，举行中期规划发布会，倾情
启动“微笑战略”。

发布会上，一幅关于广汽丰田
未来发展的蓝图徐徐展开——至
2020 年，广汽丰田将形成由 10 款以
上产品组成、覆盖所有主流细分市
场的强大产品阵容，渠道网点在现
有基础上实现翻番，年产销量朝着

“百万辆俱乐部”挺进。
一直秉持“质的增长高于量的增

长”的广汽丰田，将以顾客的微笑为
原动力，在技术、产品、品质、服务等
方面深度进化，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广汽丰田将积极引进领先于时代的
技术，形成国内最齐全和最领先的动
力总成矩阵；抓住丰田全球新战略的
契机，广汽丰田将全面实施 TNGA战
略，强力提升产品魅力；同时将加大
本土化研发力度，开发更适合中国市
场需求的产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在确保品质保持世界顶尖水平的同
时，广汽丰田强力构筑 ONLY ONE
渠道品牌，为顾客打造更加个性化、
差异化的服务，使顾客满意度位居行
业前列……一系列重磅动作，势必助
推广汽丰田在新的征程乘风破浪，行
驶在时代的潮头。

十年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
弹指一挥间，却足够铸就典范。从

2004 年到 2014 年，广汽丰田作为汽
车行业的“后来者”，从无到有、从有
到强，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
发展道路——起步即建成“丰田 21
世纪全球模范工厂”，十年间不断推
进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保持产品质
量、服务水准和节能减排水平在行
业领先，赢得了近 200 万顾客的信
赖。

广汽丰田认为，品质先于速度，
做强重于做大。从首款产品凯美瑞

“一飞冲天”到如今初步形成完善的
产品矩阵，广汽丰田的每一步都非
常扎实，实现了高质量的增长。在
这背后，卓越品质的金字招牌，已经
成为广汽丰田的重要竞争力。

同样，广汽丰田高品质的服务
也获得了广泛赞誉。根据市场变
化，广汽丰田不断改进服务，推出

“心悦服务品牌”，构建“全天候、全
覆盖、全领域”的服务体系，打造“管
家式服务”，让消费者时时感受到无
微不至的关怀。

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李晖认
为，广汽丰田发展的根本之道在于
TOYOTA WAY 和本土化，卓越价
值观铸就了广汽丰田的核心竞争
力。TOYOTA WAY在本土快速落
地生根后，形成的“顾客第一”、“持
续改善”、“造车育人”等核心理念，
成为广汽丰田蓬勃发展的根基。

广汽丰田发布中期规划 启动“微笑战略”

10 月 19 日，新劲炫两周年私
人定制版车型强势登陆河南市场，
在河南郑州二七万达广场举行发
售仪式。此次推出的两周年私人
定制版车型，是在原精英版车型基
础上，进行六大升级。在加装了

“越级配置”后，该车型性价比优势
更为显著，必将以更富竞争力的姿
态发起对 SUV 市场新一轮冲击，
并为河南汽车消费者带来更优的
实惠和最佳的选择。

新车发布现场，广汽三菱以河
南地区悠久浓厚的历史文化开启
了新车发布会序幕。河南是中华
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
河南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
充满丰富历史内涵的中原大地传
达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中庸尚
和的生活哲学。同时，少林武术名
震四海，以刚柔并济为特征，以强
身健体、修心养性为主旨，推广至
五大洲。此番在河南郑州发售的
新劲炫两周年私人定制版车型，正

是代表了广汽三菱以不断创新的
精神和不断追求的步伐，再次向广
大河南消费者致意。

本次上市的新劲炫两周年私
人定制版，则是基于市场反馈和消
费者意向，在原精英版车型基础上
特别打造，不仅为都市精英群体带
来更多样化的选择，其丰富配置，
更使新车型具备了超高性价比，以
及超越同级的强大竞争力。

新劲炫两周年私人定制版车
型在操控性、舒适度、智能化、品质
感等多方面均实现大幅提升，为时
尚新潮的都市年轻
群体提供了更有诱
惑力的选择。此外，
此次推出的两周年
私人定制版还增添
价 值 6480 元 ，集 导
航、DVD、倒车影像
与蓝牙语音等多种
功能于一体的 9 英
寸 DVD 导航影音系

统，更为推崇智能科技的用户带来
非凡体验。

此外，为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
车型配置需求，其他车型也接受专
属私人定制需求，广汽三菱为您打
造私人专属的个性座驾。“新劲炫
家族”为用户带来配置更为丰富的
两个排量六个版本车型选择，价格
在 12.88 万元到 21.88 万元的广泛
区间。目前形成了宝石红、珍珠
白、翠鸟蓝、珍珠黑、酷银、钛灰六
种靓丽颜色，满足时尚潮流消费者
的不同品位需求。

广汽三菱新劲炫两周年私人定制版登陆河南2

10月 16日，比亚迪 G5在河南
正式上市，全系共 6 款车型，官方
指导售价 7.59 万元—10.29 万元。
G5是比亚迪基于互联网思维打造
的一款“激·智新座驾”，尊崇互联
网时代的全新用户体验，整车风格
更加年轻、动感。G5 造型融入时
尚动感的“鹰翼”元素，内饰配色大
胆，拥有中级车宽适的空间，并将
移动互联与车载系统完美融合，全
系搭载 TI 动力，为用户提供了全
新的用车体验。

比 亚 迪 G5 首 次 配 备 了“ 三
大”车联装备，Car pad 车机融合
了多媒体系统带来的革命性的系
统颠覆和产品体验，用互联网的

思 维 将 整 车 控 制 模 块 融 入 Car
pad系统，内置无线网卡，通过 app
拓展，真正做到了随心所欲、无限
可能，实现了工作、娱乐、旅行一
车掌握！

在互联网思维造车的推动下，
车钥匙不再是有型的结构件，而是
融入移动互联设备并成为汽车与
网络连接的终端之一，比亚迪 G5
搭载的蓝牙钥匙真正实现了钥匙
的无形化，通过手机即可解锁、上
锁、着车、开启后备箱，并可通过手
机短信授权，不受空间异地限时授
权借车。蓝牙钥匙甚至比普通钥
匙更安全，拥有三重防护：同一时
间只能绑定唯一手机；密码登陆；

安全编码、限时授权，不论用车借
车皆有安全保障。

比亚迪 G5的“G智”不仅体现
在“车联”，也体现在驾驶，全系配
备 TI动力，打破了动力传统格局，
傲视欧美、日系同级 T 动力。G5
全系搭载的 1.5TI中冷涡轮增压+
燃油缸内直喷全铝合金发动机，动
力媲美 2.4L 自然吸气发动机。与
之匹配的是 6速手动变速器和 6速
手自一体自动变速器，6速自动挡
采用与国际同步的先进技术，换挡
快，加速快；传动效率高，拥有与手
动挡一样的油耗；动力输出无间
断，换挡更平顺；还能解放你的左
脚和右手，让驾驶更轻松。

比亚迪G5河南上市3

许昌县检察院积极应对新民诉法修改后的民行工作

伊川县司法局切实抓好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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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地质矿产局举行廉政文化进机关示范点挂牌仪式

洛阳老城区安监局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项目保姆”助推南蒲街道办事处项目建设

林州电业：
新建线路 提升供电质量

内黄公司：
开展大龄农电工集中培训

新郑市畅通渠道认真解决群众信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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