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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市速递

第九代索纳塔、新速腾、新皇冠、全新速锐——

换代新车：哪款让您心动
上接B05版

比亚迪全新速锐、G5日前在北京
同步上市。全新速锐售价6.99万~9.59
万元，G5售价7.59万~10.29万元。

全新速锐在原有8安全气囊（含
侧气帘）、ESP、右前轮盲区可视、彩色
显距倒车影像监视系统等基础上，增
加360°全景影像系统、内后视镜行
车记录仪等实用安全配置。新增
PM2.5绿净系统，只要着车通风或开
启空调，该系统即开始工作，轻松扫除
雾霾、二手烟、拥堵路段灰尘、尾气等
带来的空气污染。

G5是比亚迪基于互联网思维打
造的一款“激·智新座驾”，搭载的

Car Pad车机融合多媒体系统，通过
WiFi、手机热点等联网，App随意下
载。比亚迪用互联网的思维将整车控
制模块融入Car pad系统，带给用户
更加智能的产品体验；其配备的蓝牙
钥匙，让车钥匙实现无形化，通过手机
App就能解锁、上锁、着车、开启后备
厢，还能通过手机编码异地“限时”授
权借车。动力系统方面，搭载1.5TI直
喷增压发动机，匹配6速手自一体变
速器，最大功率达113kW，最大扭矩
240N·m，可媲美2.4升普通自然吸气
发动机的水平，却依然保持1.5升普通
发动机的油耗。

3 月 22 日 ，一 汽 丰 田 全 新
CROWN皇冠上市发布会在郑州世
纪丰田 4S 店隆重举行。新车拥有
2.5L+6AT和2.0T+8AT两套动力总
成组合，此次推出2.5L车型共5个级
别，售价27.98万～38.58万元。

其中，2.5L标准版车型，拥有全新
第14代皇冠原汁原味的外观设计、豪
华的内部空间，搭载7英寸+5英寸
TFT双屏可触多媒体显示系统、DSC
起步辅助控制系统、紧急刹车警示系
统及智能弹起式发动机罩（保护行人）

等诸多科技配置，售价仅27.98万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皇冠通

过10项顶级安全装备，打造出整合式
智能安全系统，使其安全性大幅超越
现款以及同级别竞争车型。其中，在
沿 用 车 辆 动 态 综 合 管 理 系 统
（VDIM)、预碰撞安全系统（PCS）的同
时，全新导入全景监控系统（PVM）、
并线盲点监视器（BSM）、倒车侧后方
盲点警示系统（RCTA）等，形成环环
相扣的预警及保护措施，为驾乘者提
供了同级别最强大的主动安全防护。

3月19日，奇瑞艾瑞泽7 1.5T年型
车正式上市。此次上市的年型车共有10
款车型，售价7.29万~10.45万元。其中，
搭载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车型有4
款，售价7.99万~10.45万元。

艾瑞泽7 1.5T年型车搭载奇瑞自主
开发的1.5升涡轮增压发动机。这款发
动机采用双独立控制可变气门正时系统
和增压中冷技术，拥有112千瓦的最高
功率和205牛米的最大扭矩，百公里加
速时间仅为9.9秒，同时其百公里综合油
耗仅为6.9升，并可满足国Ⅴ排放标准。
艾瑞泽7 1.5T年型车还具有底盘稳健、
安全性高和空间舒适等特点，堪称“7万
元级最强”中级车。艾瑞泽7 1.5T年型
车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购车选择，同时
也将与艾瑞泽品牌下其他车型，共同助
力奇瑞汽车在主流轿车市场的发力，占
据更多的市场份额。G

7万元级最强中级车——

艾瑞泽7 1.5T
正式上市

3月 9日，广汽传祺GS5速博1.8T
增补车型携2.0L共8款车型倾情上市，
包 括 2.0L DCVVT 五 款 车 型 ，1.8T
G-DCT/ i-4WD豪华导航版及舒适版
三款车型，售价12.68万~18.28万元。

上市同期，广汽传祺“黄金动控十万
人大体验”活动将在全国销售店开展，消
费者可以到销售店，或在传祺官网、微
博、微信等平台报名参与，亲身体验传祺
家族的超强性能，感受177匹强劲马力，
0.2秒极速换挡带来的激情驾趣。

秉承“为亲人造好车 让世界充满
爱”的品牌理念，传祺坚持“只做加法”。
GS5速博１.8T增补车型配置得到全面
提升，以超高性价比为消费者倾情奉
献。G

售价12.68万元起——

传祺GS5速博1.8T
携2.0L领势登场

3月21日，河南威佳英菲尼迪举
行全新英菲尼迪QX50郑州上市发
布会。新车售价34.98万～44.98万
元，目前预定火爆。

作为英菲尼迪旗下第二款国产
车型，全新QX50以自然元素为设计
灵感，呈现独具一格的流线型SUV
设计；通过全系标配“智能四驱+V6
发动机”这一高性能组合，打造卓越
的操控体验；2880mm的同级最长轴
距，为消费者创造更为舒适的乘坐空
间；全景式监控影像系统（AVM）、4
年/10万公里免费保修保养服务，为
消费者提供全面的尊享关怀。在竞
争激烈的中级豪华车市场，全新
QX50这款风尚智能四驱SUV，将与
高科技豪华运动座驾Q50L，合力组
成英菲尼迪“50家族”，为拥有年轻心
态的高端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敢·
爱”的选择。

比亚迪：全新速锐、G5上市

全新皇冠：郑州世纪丰田上市

河南威佳英菲尼迪：
全新QX50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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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
大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
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信息营业部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
交叉口东南角100米

65970450 65970445
6.郑州市西大街 121号（西大街与北
顺城街交叉口向东200米路北）

66203083 66203087

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齐勇智律师13838381848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难事

帮办寻人查址13283808650
●回收欠条调查找人13027711150
要账专家86169619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郑州西区电话：18838272316
郑州东区电话：13071022966
紫荆山电话：15638176869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13203719080成付

《要账★婚查》
诚速合法18538729110
《专业★要账》
精英团队为您排忧解难！成

功后收费，欢迎各地市加盟

共赢！总部：0371-55674518
★北区：15136244333★
★东区：13623849099★
★南区：13298418000★
13015506677成付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全国帮收

追收各类欠款，收购债券。

职业实力团队，诚信合法。

成功后收费。15136126464

全国收购欠条
全国办理各种欠款，为您排忧

解难。调查取证15738808370
神速18137889110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婚查

取证，快速找人，媒体合作

实力见证，一次合作，终身

朋友。专线：15093301233
要账13783638110
要账收欠条

难事帮办，实力见证，快速合法

咨询专线，13140005465
清纠纷15538311678

抵押贷款

●大房产地银行贷65329508
《快贷》56711166

新老房车按揭房再贷额度高

息低循环用手续简便放款快

贷款快56776677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银行息额高含郊县

房车贷56777788
新老房银行贷1-10年循环用

垫资全额贷信用差欠款再贷

急用钱56777776
身份证房车信用差借款简便

垫资快56777776欠款房再贷

快速56705588贷款
新老房产银行息额度高简便快

欠款房再贷56705588含郊县

专业房贷56788788
新老房高额银行快贷息低简

循环使用（含郊县）车贷特快

商标专利

●商标注册63290016
●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办公司增值税代理记账出口

退税税务疑难13253513887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办各种资质63702222
●注册增资变更记账65251888
●低价快办公司15136237356
●工商许可证代办13384009701
●超低价记账注册13849102310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公

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61350555
●各类资质咨询1560371197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快办公司代帐 18737128155
“办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资质●建筑劳务

医疗器械13937154075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64166
房产物业电力园林66364266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66364366
“全省■资质”
物业、房地产年检●建筑

劳务●医疗器械15538198615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快办公司68268888
资质专办60396908
各类资质新办升级增项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证办理

18538029920 13525582082

根据信阳市国际家居产业小镇新十八大街工程施

工计划，新十八大街上跨沪陕高速公路桥梁工程将于
2015年3月27日至2015年7月5日在沪陕高速公路
（K936+430~K940+430）段进行施工，为保障施工路段
安全畅通，期间将对该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
宜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期间，将适时采取限速行驶、变换车
道、禁止超车、单幅双向通行等管制措施。

二、通行车辆请严格遵守施工期间的交通管制措
施，并服从高速交警和路政人员的指挥。

三、过往司乘人员请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行驶。
此次施工给您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并请您慎重选择

行驶路线，请过往车辆和人员周知并互相转告。
特此通告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
2015年3月25日

河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关于对
沪陕高速公路（K936+430~K940+430）

实 行 交 通 管 制 的 通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