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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 讯讯

新车上市新车上市

9月 9日，2016第十二届大河秋季车展
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室内外近 8万
平方米展场上，70个汽车品牌、几百家车
商、近千款车型将同台竞技。

对于各大汽车品牌而言，车展不仅是
“秀肌肉”、展示新车及新技术的平台，更是
重要的营销渠道，以移动互联网和无线网络
为基础的大数据应用，正逐渐成为打通汽车
销售产业链的关键。

◎东风风行

风行 SX6的 5座版依托于 7座车型的
整车尺寸，创造出“大五座”的车内布局，营
造了非常充裕的内部空间，保障了后排人员
对舒适及对空间需求的同时，带来了惊人的
后备厢使用面积。5+2式 7座版则能够带
来座椅的合理利用，当第三排座椅使用频率
不高时，能够放倒后实现一个较大储物空
间；当需要多人乘坐时，也可以满载7人。

菱智F500整体造型大气沉稳，配置方
面，菱智F500的 8寸触控大屏集导航、影音
播放、蓝牙电话、车辆设置等多项车内配置
及安全调整于一身，并且可实现手机互联功
能。新增加的中央扶手，宽大的人性化箱
面，大大提高了驾乘的舒适度。动力方面，
菱智F500有两种黄金动力组合，分别是搭
载 4A92 发动机的 1.6L 车型和搭载 4G94
发动机的2.0L车型。

◎一汽奔腾

全新奔腾B50的研发是基于一汽集团
最为先进的B级车平台——M2平台开发，
4GB系列 1.6L和 1.4T高性能发动机，配以
爱信全新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和五速手动

变速箱，双横臂独立前悬挂和E型多连杆独
立后悬挂，配备电动助力转向系统，兼顾操
控性和安全性，让消费者能够尽情享受到充
满激情的驾驶乐趣。

奔腾B30是一汽集团全新A级车平台
诞生的首款车型，作为一汽奔腾全新推出的
重磅家用轿车，完美继承了奔腾品牌的优秀
基因。大气、简约、时尚、科技的设计赢得了
消费者中“颜值控”的青睐。

外观方面，奔腾X80尽显动感、时尚风
采，曾获得代表中国自主创新最高水平的

“中国外观设计金奖”；在操控性能上，奔腾
X80也表现出色，全面诠释了极致的驾驶体
验，演绎出对自由驾驭的极致追求。

2016款奔腾 B70不仅品质日臻完美，
更延续了优越的驾驭性能和运动感官设计，
生动地诠释出中高级时尚运动型轿车的潮
流方向。

◎江淮

9月 9日，第三代瑞风 S3、第二代瑞风
S2 和瑞风 M4 搭载“盾标 JAC”全新品牌
logo强势入驻江淮展台。第三代瑞风S3、
第二代瑞风 S2和瑞风M4的联袂登场，展
示出江淮对于用户需求的精准把控和在多
领域市场竞争的强大实力。

“盾标JAC”logo在量产车型上的正式
使用，和三大车型在大河秋季车展的同台亮
相，引发了媒体和消费者的强烈关注。江淮
频刷“存在感”的背后，离不开今年优秀销量
表现的支撑。

面对消费升级大潮下的全新挑战，江淮
汽车始终紧跟用户需求方向，持续推陈出

新，再一次巩固了细分市场的领先地位。接
下来，第三代瑞风S3、第二代瑞风S2和瑞风
M4的相继上市，以及越来越多搭载“盾标
JAC”logo新车的接连推出，将进一步完善
江淮在各领域的产品体系，助力于产品销量
品牌声量的提升。

◎长安福特

9月 9日，长安福特旗下新福特翼虎在
河南郑州会展中心荣耀上市，提供7款车型
供消费者选择。

在外观方面，新款翼虎将采用福特最
新家族化前脸。大尺寸梯形前进气格栅与
新款蒙迪欧、福克斯呼应，带 LED 日间行
车灯的前大灯及雾灯经过全新设计，令前
脸充满动感。新车尾部灯组及镀铬饰条的
搭配则大幅提升了新车的灵动感，在座舱
内部，新款翼虎的设计延续了现款车型的
一些特色，整体布局简洁集中，整合度较
高。中控台则采用多层次、多角度的设计，
增强立体感。

在动力方面，新款翼虎将提供 1.5T及
2.0T两种选择，其中1.5T发动机最大动力输
出为181马力，峰值扭矩240牛·米；2.0T发
动机最大动力输出245马力，峰值扭矩350
牛·米。与之匹配的是一部6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此外，高配车型还将具备四驱系统。

◎海马

2017 款海马 M6沿用鹰翔式前脸、利
刃腰线+内凹线设计，整车外观流畅，时尚
动感，风阻系数低至 0.28；长宽高分别为
4700mm×1802mm×1478mm，轴距2730mm，
全面领先竞品，打造A+级标杆车型。2017

款海马M6更加注重运动基因的细节雕刻。
16寸飞翼式“5V”箭镞铝合金运动轮毂，重量
更轻、强度更高，而且双色搭配视觉效果更
佳。2017款海马M6内饰增加“倒置拱桥”式
红色装饰条，与双色运动包裹座椅搭配，极致
运动氛围激发强烈的驾驶欲望。

海马S5造型炫酷、动力澎湃、智能配置丰
富，综合实力超越同级，是紧凑型SUV车市中
的标杆产品。全系涵盖1.6L+5MT、1.5T+
6MT、1.5T+CVT三种动力组合共 13款车
型；采用前麦弗逊式+后五连杆式四轮独立悬
架设计，并配备大尺寸横向稳定杆，是紧凑级
SUV市场的标杆配置；配合日本TEIN公司
专业底盘调校，特别适合城市工况。

◎广汽传祺

GS8搭载传祺第二代320T发动机，配
备第三代爱信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第二代
i-4WD智能四驱配备全地形反馈系统，同级
领先的6种驾驶模式。不仅如此，GS8还搭
载了广汽传祺最新一代智联娱乐系统——
In-Joy。该系统包括德国大陆7英寸液晶
仪表、世界顶级哈曼10英寸液晶大屏，以及
智能手机互联系统。通过“一秒必达”的卡
片式界面，实现秒级操作。

◎东风雪铁龙

9 月 10日，东风雪铁龙河南区域全新
C4L在大河车展上正式亮相，雪铁龙C4L体
现了力与美的结合。它既是优雅浪漫的，又
是充满力量、动感与激情的。它是雪铁龙百
年创新技术与人文艺术灵感碰撞的结晶。
高达120 bars缸内直喷、Twin scroll双涡
道单涡轮技术和CVVT进气正时连续可变
技术的特点使1.6 THP涡轮增压发动机适
合城市路况，让“T”技术得到全面的发挥，
低转速高扭矩，1000转时涡轮增压开始介
入，1400转达到最大扭矩峰值 240牛·米。
采用正时链条传动、活塞独立冷却系统、机
油温控系统以及轴瓦微槽加工技术，增加发
动机自身的稳定性、可靠性和适应性，减少
维护次数、有效降低维护成本、-32℃低温
启动、油品兼容性。

9月10日，北京(BJ)20在北京上市。北京(BJ)20在
颜值、安全、科技三方面实力诠释“三位一体”，倾力打造

“型·我SUV”。
在整体设计上，北京(BJ)20传承了越野世家的硬派

风格，一眼便能认出它越野世家的血统。而且，北京(BJ)
20完全打破了普通城市SUV一贯圆润流线的审美，外
形硬朗大气，越野范儿十足，且拥有很多时尚元素，两者
的无缝结合，打造出了“都市越野SUV”的独特气质。而
4451mm×1845mm×1700mm的车身尺寸，2670mm
的超长轴距，也保证了整车空间表现更加出色。

北京(BJ)20承袭越野世家“军工品质”练就绝技傍
身，高强度车身设计、丰富的主被动安全配置，让你出行
更自信，再无后顾之忧。

北京(BJ)20相比硬派越野车，除了拥有同样硬朗的
越野气质以外，更具有看齐城市SUV舒适性，科技配置
一应俱全。北京(BJ)20以高科技为强大助推力，满足消
费者对于舒适性和科技性的双重需求，打造用车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贴心管家”。

北京(BJ)20的出现，让中国车坛见证了“都市越野
SUV”这一全新概念的正确打开方式。作为“越野世家”
的新力作，北京(BJ)20以野性和舒适性兼容并包的特性
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填补“都市越野SUV”这一空白
市场，相信北京(BJ)20的问世，必将如一场惊雷，成为撼
动中国车坛的又一炸点。 （赵薇）

北京(BJ)20
打造都市越野第一车

9月 8日，宾利郑州4S店内高朋满座，“叮叮叮”的
好运声配合着大家的欢声笑语，显得热闹非凡,2016宾
利郑州中秋博饼晚宴也正式拉开了序幕。

博饼是厦门人几百年来独有的中秋传统活动，是一
种独特的月饼文化，也是厦门人对历史的一种传承。中
秋博饼，讲究的就是一个开心，是博一个好兆头，大多数
人都愿意相信，博中状元的人，一年的运气总是会特别
好，这当然是因为博饼活动里倾注了人们的感情寄托。
所以，厦门人总是对中秋节格外重视，甚至有“小春节，
大中秋”的说法。

宾利郑州隶属于建发集团，是河南地区唯一的宾利
授权经销商，全新4S中心占地面积2200㎡，采用全球统
一标准的设计，堂皇轩敞的展厅，顶尖专业的维修车间，
源自克鲁百年传承的定制区，以及英伦风范的多功能生
活方式专区，其格局设计令宾利客户在选车、购车、维修
保养之余，享受到更为尊贵殷勤的升级服务。（朱庭延）

2016宾利郑州
中秋博饼晚宴完美落幕

9月 9日，以“乐享向前，溯源华夏”为主题的“启乐
无穷 善行中国”大型公益骑行活动郑州站在思念果岭
国际社区正式发车。园区背靠邙山，头枕黄河，保持着
浑然天成的原始黄土地貌。

其间，大家展开了以拍摄华夏名胜为主题的骑行互
动比赛,试驾启辰T70，骑行乐视超级自行车，在绿色、
自然的环境中，以“4+2”的出行方式，愉悦出行、释放身
心，在感悟古风古韵的同时，享受魅力生活。

郑州不仅对华夏文化意义重大，而且也是启辰品牌
诞生、发展的重要基地。“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仅是要溯华
夏之源，同时也要溯启辰之源。经过六年的发展，启辰
实现了从品质启辰的坚守、亲和启辰的积蓄到魅力启辰
的突破，为超过43万消费者带来了愉悦的充满魅力的
汽车生活。”洪浩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说。

生活既离不开像汽车这种快节奏的现代文明滋润，
也需要像骑行一样稳步向前的传统文化熏陶。鉴于此，
启辰品牌与乐视体育共同发起“4+2生活圈”，目的就是
倡导人们在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富足、方便、快捷、闲适
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珍惜我们固有的精神家园，注
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使之内化于心，成为日
常生活中一种必备的素养与遵循。 （刘丹）

启辰“启乐无穷 善行中国”
大型公益骑行赛事郑州站发车

9月 8日，东风日产启辰品牌在位
于中原名城郑州的启辰生产基地举办
了品牌 6周年庆典。当晚，启辰全新
70系以 8.98 万-13.38 万元的价格诚
意上市，在将“质价比”优势不断扩大
的同时，也为启辰品牌征战SUV市场
注入更多信心。

外观方面，时尚哑光电动前格栅
更具张力，营造了更加强烈的视觉冲
击性；动感熏黑卤素前大灯作为点睛
之笔，在强化了外观造型气势的同时，
也平添了全车的运动感。

动力方面，全新70系搭载了来自
日产的HR16和MR20两款性能成熟
的发动机，具备动力强劲、高效低耗的
特点。

驾控性能方面，全新70系应用了
源自日产汽车的顶尖底盘技术，采用
了 EPS 电控随速助力转向等先进配
置，前后悬挂都装备有横向稳定杆，赋
予了全新70系更可靠的行驶稳定性，
以及精准、扎实的操控感。

配置方面，全新70系车型除了以

丰富的常规配置，满足消费者的用车
需求之外，还搭载了同级独有的3D全
景式监控影像系统，实现了对车身周
围环境360°的全方位监控，行车、泊
车更加安全便利；配备全新智能手机
互联互控功能（带百度 CarLife）的触
控屏。

六年来，启辰汽车栉风沐雨，为了
自主造车的梦想，一路前行。正如周
先鹏副总经理在讲话中所说的，“启辰
品牌将以超越客户期待的价值，赢得
更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启辰品牌将始
终与中国消费者一起，创造有品有趣
的精彩汽车生活。” （朱庭延）

9月 11日，全新奥迪A4L在上海东方体
育中心上市，全新奥迪A4L发布了2.0 TFSI
高低功率两个版本共六款车型。

立体雕刻感的六边形进气格栅，具有超
高辨识度；“闪电”造型的矩阵式LED大灯和
过目不忘的“底切”尾灯遥相呼应，十分夺人
眼球；贯穿车身始末的腰线，彰显动感优
雅。充满科技感的高品质内饰，尽显优雅格
调。全新奥迪 A4L 拥有同级最高效的动力
系统，搭载全新第三代EA888发动机，配合全
新 7速 S tronic 变速箱，2.0 TFSI高功率版
本车型的最大功率可达 185kW，峰值扭矩
370N·m，百公里加速时间仅需5.9秒。全新
奥迪A4L全系标配了换挡拨片，只需轻轻触
动指尖，即可体验到赛车般的加速快感。全
新的前后五连杆独立悬架，在保证操控稳定
性的同时，更有效过滤掉路面颠簸，让全新奥
迪A4L兼具了出众的驾驶乐趣和舒适的乘坐
感受。

在全新奥迪A4L车内，集成了同级最丰
富的电子科技配置和最广泛的驾驶辅助系
统，充分贴合了数字化和互联网的时代潮
流。 （张珊）

9 月 7 日，PSA 集团全球新一代标杆工
厂——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成都工厂，仅用23个
月建成投产，首款产品——东风标致4008成功
下线，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都速度”，具有重要
里程碑意义。神龙公司成都工厂，一期规划建
设为年产24万辆能力，投资概算总额79亿元；
成都工厂导入 PSA 集团全新的 EMP2生产平
台；车型与欧洲同步开发，同步投放；产品规划，
以生产东风标致、东风雪铁龙、东风三个品牌高
端 SUV和MPV车型产品为主，同步规划新能
源产品。

作为PSA集团“全球新一代标杆工厂”，神
龙公司成都工厂，绿色环保技术优势国际领先，
智能化制造水平行业领先，是率先实施“中国制
造2025”国家战略、推进汽车制造技术升级与转
型换代的新标杆。

神龙公司成都工厂匠心打造的首款产品——
高端智能欧系SUV东风标致4008，基于PSA集
团全新的EMP2技术平台，全面搭载ADAS智能
驾驶辅助系统，拥有i-Cockpit唯我座舱，配备神
龙公司“E动战略”THP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增强
型Grip Control多路况适应系统，具备同级别最
长的2730mm轴距，领“先”而至。 （李涛）

2016大河秋季车展

精品车型不容错过

10大科技革新40项变化
全新奥迪A4L上市

神龙公司成都工厂投产
东风标致4008荣耀下线

启辰品牌六周年成果丰硕
全新70系品质上市

受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委
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拟对其所
持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有限公司（下称标
的企业）48.103%的国有股权进行公开转
让。转让底价为1540万元（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河南宇宙人工晶状体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年 4月，注册地址为郑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国槐街八号，注册资金 992.32万
元整。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生产、生产和
销售眼内人工晶体及其配套产品。

二、标的企业股东结构
昊海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标的

企业 51.897%的股权，鹤壁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持有标的企业 48.103%的股
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转让行为已经鹤壁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并经河南能
源 化 工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批 准（河 南 能 源

〔2016〕262号）。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截至2015年12月31日，经河南华夏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标的企业资产总
额 25545345.79 元，负债总额 9243023.40
元，所有者权益16302322.39元。

五、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

业信用；
2.受让方为自然人的，应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受让方为外国及中国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法
人、自然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受让企业国有
产权应符合国务院公布的《指导外商投资
方向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

3.受让方应与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成员企业无任何股权关联关系；

4.受让方承诺，受让成功后以股东身份
履行与转让标的有关的一切义务。

六、其他需披露的事项
1.标的企业管理层不参与受让，原股东

享有优先受让权；
2.报名时须交纳 400万元人民币的交

易保证金。如竞买成功可将保证金抵作转
让标的的转让价款，如竞买未成功，则无息
全额返还保证金；如因意向受让方恶意竞
价造成交易失败的，或因意向受让方原因
未能签订《产权转让合同》，或未能按时支
付全部转让价款的，则其交纳的保证金不
予退还，作为违约金支付给转让方；

3.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标的企业的债
权债务由标的企业承继；

4.意向受让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日
起3个工作日内应与转让方签订《产权转让
合同》，自《产权转让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
工作日内，将全部股权转让价款以货币形
式一次性支付到产权交易机构指定账户，
全部价款付清之后办理股权变更手续；

5.本次股权工商登记变更完成后60日

内，由转让方委托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企
业在评估基准日至股权工商登记变更日之
间的经营损益进行审计，因企业盈利而增
加的净资产按转让股权比例作为国有权
益，由受让方支付给转让方；因企业亏损而
减少的净资产，由转让方承担。

七、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截止日期为2016年10月17日17时。若
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
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
关资料，并交纳保证金。

咨询电话：0371-65665765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6年9月14日

国有产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6)25号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郑州市四港联动大道南延新建
工程已由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郑发改基
础[2015]299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郑州发展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修建及缺陷责
任期内的质量修复施工进行国内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郑州市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南

片区，始于现状四港联动大道与航天路交叉处，止
于规划四港联动大道南延与规划滨河西路交叉
处。采用城市快速路（兼具市域公路功能）标准，设

计速度80km/h，双向十车道，道路红线宽度50m；
路面结构采用沥青混凝土。施工共分为1个标段。

3.申请人资格要求
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公路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及以上资质。其他内容详见中国采购与招标网、
河南招标采购综合网、郑州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网。

4.联系方式
代理机构：河南兴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侯先生
电话：0371-86662408

郑州市四港联动大道南延新建工程
施工招标三次资格预审公告

武汉军代局某军代室在“两学一做”教育

中，认真传达上级部署要求，采取多种方式推进

教育活动取得实效。

针对军代室厂点分散、集中难度大的实

际，党支部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为载

体建立宣传阵地，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用

先进文化教育引导思想，用人文关怀滋养精

神，用心理疏导融通情感，把党员的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装备检验验收中心工作上来。通过

展板橱窗、教育“一本通”、“三室一廊”等载体，

开设专栏专题，宣贯习总书记最新指示和教育

的最新要求；第一时间组织观看习总书记“七

一”讲话、《筑梦路上》等主旋律影视剧，撰写影

评和心得体会，在学习中经受心灵洗礼；注重

利用微信等新媒体，推荐关注“军报记者”、“共

青团中央”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定期将学习内

容及优秀文章评论形成汇编，以微信形式发给

大家，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工作休息之余方便、

快捷、实时、开展学习，使“两学一做”更加深入

开展，更加扎实有效。 (李杰仁)

武汉军代局某军代室

多措并举推进“两学一做”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