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油价的一路高走!越来越多的
小型车正加速进入市场" 目前仅紧凑型
两厢车就有雅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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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燕#飞
度#骐达等

%&

余种车型" 但是购买时该
如何选择$ 对此!广汽丰田骏驰金水路
店专业人士提出购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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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车时!人们往往被
电动天窗 #

'('

系统等显性配置所吸
引" 事实上!有些豪华配置可有可无!

而必不可少的安全配置又往往被消费
者忽略" 对比国内同级别两厢车!广州
丰田雅力士在安全性上略高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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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位相近的情况
下!应尽量选择动力充沛的车" 雅力士
)*+,

车型搭载的双
((-. /

发动机!最大功
率可达

0123

!最大扭矩
)4567

!已接近
国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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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的水平"更能充分

燃烧燃油!兼顾了小型车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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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布局与
整体的时尚感对于小型车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以雅力士为代表的小型车在空
间拓展上下足工夫!一改小型车空间狭
小的印象" 为争取最大的车内空间!雅
力士着力缩短前后悬! 营造出

%8+577

这一不逊于中级轿车水平的轴距!从而
放大了乘员舱空间"

567891:;9&

除了安全#动
力#空间等因素外!还需要考察衡量保值
率与故障率" 雅力士继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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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核心价值中的耐用性和可靠性"广汽丰田
骏驰金水路店表示!雅力士与凯美瑞在
广丰采用混线生产方式" 凯美瑞% 三位
一体&的品质保障体系将为雅力士提供
最好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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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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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商报前段时
间对太阳膜品牌的调查筛选!

=!

#量子#威固#

强生#雷朋#北极光#天幕#杜邦#欧帕斯#天翔#

普雷哲#欧曼等十多家贴膜企业脱颖而出"

目前!汽车服务市场鱼目混珠#假冒伪劣
现象严重! 无论是太阳膜贴膜企业还是配件!

以及其他汽车用品消费企业#汽修企业!均有
一些不为消费者知道的问题" 一些企业夸大产
品作用误导消费者!消费欺诈现象严重" 汽车
服务市场投诉率一再攀升!广大车主在选择消
费场所时比较迷茫"

为了帮助车主选择好的#可以信赖的汽车
服务消费场所!河南商报#郑州汽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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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推出汽车服务市场% 消费无小事#

诚信大检阅&活动!对汽车服务市场进行调查!

为广大车主及直接的车主服务经营参与者调

查出满意的放心消费点"

即日起!河南商报#郑州汽修网将派出联
合调查员! 对这十多家太阳膜企业的贴膜质
量#贴膜技术#服务水平监督#调查" 本次消费
大检阅活动!将邀请广大车主参加!我们会对
参与进来的车主发放消费检阅费"

本次调查将通过行业内设点#直接面对车
主#企业暗访#问卷调查#专家调查等形式展
开!最终确定出太阳膜优秀企业"调查中!将同
步向社会推出口碑好#质量好#技术高的贴膜
企业" 另外!调查活动还将对汽车服务市场的
其他行业进行调查!调查出能为广大车主及社
会提供有特色#诚信服务的行业龙头企业"

现特向社会公开征集
%5

名汽车服务市场
公 益 调 查 志 愿 者 " 有 意 者 请 致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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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膜联合调查&开始
河南商报#郑州汽修网启动% 消费无小事#诚信大检阅&活动

油价猛涨小型车选购攻略

随着汽车装饰行业竞争的加剧!洗牌已经初露端倪!一些汽车装饰美容店
的转让信息不断见诸报端!让消费者感觉无所适从!担心售后服务得不到保证!

消费者逐渐开始变得理性! 那些靠低价劣质蒙骗顾客的方法越来越行不通!经
营状况是每况愈下继而关门大吉"

起初消费者对这一行业不太了解!一些不良商家还能以假乱真!例如最常
用的汽车防爆膜!大家都知道雷朋和

=!

是名牌!是好膜但不知道雷朋和
=!

只有
授权中心才有 !比如雷朋的授权中心车爵王装饰!

=!

的授权中心郑港等"

洗牌才刚刚开始!一些实力小#没声誉的装饰店已经开始相继关门转行!

这就希望广大爱车的朋友在装饰自己的座驾时一定要选择口碑好# 信誉高的
正规商家"在此记者呼吁广大车主)切记不要贪图一时便宜在以后的使用中给
自己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很多汽车装饰用品涉及质保和售后服务!例如电
器和防爆膜等"如果你想了解质量信誉好的太阳膜品牌和商家!可以致电给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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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车选膜要理性

河南省第五期注册二手车鉴定评
估师考试培训报名已经开始了"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二手车鉴定
评估师的培训#考核#颁证工作实行全
国统一标准#统一教材#统一命题#统
一考核#统一证书!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负责对获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证书的人员进行注册
登记! 未经注册的二手车鉴定评估师

不得执业! 各地培训机构实行授权管理!

对目前有关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组织的二
手车评估师培训考核人员不予注册"

郑州机电工程学校和河南至诚旧
机动车鉴定评估公司是河南省唯一获
得授权的认证培训机构!望大家在报考
时认真核实 !详情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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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大众为火炬传递活动提供了
)54

辆迈腾和
+4

辆速腾"奥运火炬接力
护航车队经受了全国各地各种环境#

气候的考验! 以其出色的低速稳定性
保证了火炬接力的顺利进行"

再过几天! 祥云火炬将在郑州传
递!当天下午!一汽大众奥运火炬手马
艳丽将亲临河南万通一汽展厅参加

% 共享奥运#传递激情&活动"当天进店
维修保养工时费打

+

折!店内推出奥运
特价车" 活动当天!购车#订车者还可
获马艳丽亲自颁发的一汽大众原装奥
运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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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郑州大亚进口铃木
8A

店门前进行了一场惊险刺激
的越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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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姆尼(越野极限挑战!郑州大亚周浩然总经
理亲自演绎吉姆尼攀爬

84

度钢梯"

当吉姆尼冲上
84

度角的钢梯坡面时!在场的朋友看得胆战
心惊" 记者也借这个机会到副驾驶室体验了一把!感觉整个人
是朝蓝天白云冲上去的!像坐过山车一样"% 吉姆尼强劲的扭矩
输出使得它可以轻松攀登陡坡而不会打滑" &周浩然说道"

郑州大亚市场部经理陈舜表示!吉姆尼又被称为% 男人的大
玩具&! 是一款非常成功的越野车" 它虽然身材小巧!但装有分
时四驱系统!吉姆尼挂上

8D'.,

后!经过传动比放大!扭矩可以
达到原来的两倍!所以它可以保持匀速轻松爬上坡顶" 本次挑战
是对车辆性能的极限考验! 只有性能和品质都非常优异的越野
车才能完成这种高难度的动作" 车友可以来郑州大亚亲自体验
和感受铃木的四驱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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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0

日!河南江铃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在郑州市西开发区举行了

)%5

台
车的交车仪式!包括新世代全顺#经典
全顺#江铃轻卡" 此批车辆当日均被送
往郑州等十八市地! 将在河南区域的
交通运输系统内发挥作用"

江铃是中国驰名商标! 以百公里
耗油

1EF

升#高效的动力#领先的安全
科技打造高端商用车品牌" 目前江铃
公司经营的品牌还有江铃轻卡系列#

宝威
GH(

商务多功能系列#宝典皮卡系
列# 江铃福特全顺系列商务车及各种
改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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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炬传递 大众护航

扭矩变两倍 攀上
84

度钢梯
吉姆尼成了% 过山车&

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考试开始报名

I%&台江铃汽车
入驻河南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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