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职
●会计师寻兼职：13398178097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成百厂家空调修移*86629948
加氟*城区均有网点87333190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机麻合作13258329997
●麻将新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麻将高科技合作1532808088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装饰装修
●旧房二手房改造装修83382568

养老托老
●九里堤中路87634151世博医院
保姆·钟点工

●宏艳优家政钟点保姆85558426
●蜂鸟保姆钟点工护理84496238

保洁服务
●单位商场小区★保洁84350887

●蜂鸟清洁84376668，87687466

疏通管道·防水堵漏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专屋厕堵漏水电粉刷87383928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搬家公司
●大家发83399999搬家86645688

●大发搬家83358888优83355555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二手货交换
●高价15390447970空调全二手
●收空调宾馆餐饮15198018118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价一切二手货134384899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18215555415收酒茶楼空调厨
●收空调餐饮废旧13880287135

画册策划印制
●超低价设计印刷画册85160803

二手车买卖

●购带入城证货车13088071080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办执照★资质86277220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低价升一二级★高工67637118

●豪运办照及各类资质86531377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事
●杨波购买花样年-花郡房号2-4
-1506首付款收据遗失特此声明
●彭荣福位于高新区大源北一街
25号7栋2单元8楼804号房屋产权
证（监证号：3388306）遗失
●林秀云位于锦江区东大街97号
1栋2楼208号房屋产权证（监
证号：1379661）遗失。

●四川溢洲油脂有限公司公章（编
号：5101225036540）、公司法人章
（编号：5101225036542）、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225036541）遗失。
●金牛区吉缆干杂经营部密码器
遗失作废,编号S/N:1622621478

●四川佳兆港投资有限公司开具
给王梦丽的购房收据0002790号
金额166388元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高新区茗澜园茶坊营业执照副
本510109600178929遗失作废
●声明：本人谭刚遗失恒大新城
（房号：10-1703）收据（金额：
265837元），收据编码：00 01724
特此声明，法律责任自负.
●上道首座火锅餐饮服务卫生许
可证遗失作废，证号：川餐证字
（2013）第510108000327号
●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0年10月18日核发给金牛区遂
蓉宾馆的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510902195802017838A1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土地转让
●2千余亩农场转让18908030785

写字间租售

营业房

酒楼·茶楼转让
●武侯大道茶坊转13982186950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地铁口大型咖啡厅转让
13350884560★★★★★★★
●成华区青龙场高档茶楼900平
米 ，低价急转：13980992458
●宾馆转让13980424678

●转玉林旺茶楼13658098219
●洪河美集酒店餐厅对外承包
13402877138
●新会展茶楼急转13808088772

餐馆转让
●武侯区农家乐转13683424523
●火车东站旁教练场食堂优转，无
其它费用13558793193杜
●餐饮旺铺600平转15882261311
●转金沙496平餐饮18981731286
●转沙湾300平火锅13683470530
●温江火锅店转让18980786957
●交大群星路90平18780011138
●西单双新路90平13880718522
●磨子桥电脑城商圈160平米餐
馆转让，电话：18030571656
●府南新区餐饮转13709068134
●西玉龙街80平转13308180621
●天府长城临街200平旺餐优转
另赠150平证照齐全15228930152
●双楠旺餐转让18780157779
●武侯旺餐转让13709087779
●营门口旺餐转让18780157779
●武侯大道双楠段60号120㎡火锅
串串店转13551040976冯先生
●金口岸180鱼火锅13668172162
●新会展旁100餐优18202813580
●转建设路400平餐13101091888
●武侯祠105平餐饮18981977740
●三圣街200平餐转18123317189
●双流1000平餐.柴火鸡低转.固定
客源.接手可做13668171008
●科华300餐低租转18628162673

●静居寺火锅750平低转，大型
停车场，独家电梯18980444490
●420平火锅店转让18980071099
●转交大800平中餐18190970520
●永陵路旺铺急租15908119743
●400平火锅店优转15828571668
●通锦路中餐183平13350076202
●青羊东二路旺餐13980886886
●优品道旁173火锅13558757399
●铺面转让15388263626

店铺
●光华村旅行社租13980648478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成金青延线食品产业园和机加
电子园区厂房租售13568901984
●都江堰聚源厂房15000平出租
可分割13880036222郑先生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双流蛟龙6300平18982150904
●租广汉6千平厂房13808002675
●龙泉大厂房出租13808062436
●★双证齐全工业土地招商标准
厂房租售杨先生18683623233
●十陵立交库房租18980938097
●成洛路旁厂房出租大动力1700

平米，电话：15982143829

●工业园厂房出租13880559778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蛟龙港厂3200租13709080847
●三环2000㎡汽修13096373365
●广汉5800新厂房13808095606
●郫县厂库房出租13558522220
●出租羊安厂房70亩专变带行吊
机械电器优先13551247699

招商
●场地20亩可分租18782207712

●会所茶府转让18628103415王
●转金牛区住宅地13658098219

●冷热蓝牙椅寻资13908217954
●建筑公司寻总包13982123820

●土地转让或合作15308199213

全球首发丰田2.0T发动机 重新定义“豪华大7座SUV”

连续67个月“销冠”

全新汉兰达王者再登场

3

月

20

日，广汽丰田隆重发布旗

舰 车 型 全 新 汉 兰 达

(High鄄

lander)

，以全面超越期待的“豪华

大

7

座

SUV

” 魅力， 重新定义大中型

SUV

市场基准。全新汉兰达搭载

2.0T

D-4ST

和

3.5L V6

两大发动机，采用

两驱和

AWD

智能四驱，提供五座和七

座版本，全系产品市场建议指导价为

23.98

万

~42.28

万元。

汉兰达是大中型SUV的开创者，自2009

年以来，连续67个月保持细分市场销量第一，

也带动了“豪华大7座SUV” 市场的迅速崛

起。 广汽丰田执行副总经理李晖表示：“全新

汉兰达以中国消费者需求为原点开发， 而又

全面超越消费者期待，它适合任何人、任何

场合，是现代生活的绝佳用车选择。”

如果说丰田在去年成功解读出中国消

费者对于“大气”的需求而创造出雷凌、致

炫这样时尚、前卫、颜值高的车型，那么对于

全新汉兰达的升级，丰田将“大气”进一步

演绎到了“时尚霸气、精致豪华”的新境界。

无论是外观采用丰田最新的 “Sleek� On�

Strong存劲于柔”设计理念，还是在内部空

间采用豪华科技中控台、 可开启式全景天

窗、 超级中央扶手箱、8英寸影音导航系统、

独立开启后车窗以及宽适、 灵活的座椅组

合，配合Spice� Color温馨配色，营造出了一

个豪华又实用、舒适又极具科技感的车厢。

然而，全新汉兰达最受人瞩目的则是

其在动力技术上的升级。它率先采用丰田

品牌全球最新、 最先进的2.0T� D-4ST发

动机 （双涡管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与

雷克萨斯NX使用的2.0T发动机为同一系

列产品。其堪称最高效、最平顺、最可靠的

涡轮增压机与6前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完美

匹配，实现了162kW最大功率和350Nm峰

值扭矩的动力输出；而百公里综合工况油

耗仅8.2L，占据大中型SUV的节能制高点。

全新汉兰达对于第三排座椅也进一步升

级，宽度增加了160mm，坐垫长度增加了

110mm， 座椅完全按照成人乘坐标准设

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大7座SUV”。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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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在高速路上，驾驶者只需启动自动

驾驶模式， 就完全解放了双手双脚，可

以任意看报纸、收发邮件或欣赏路旁美

景。 而车辆则自动控制在70码匀速前

进，当有前车加入时，自动减速，进入安

全车距后继续匀速行驶。

据来自瑞典的自动驾驶专家介绍，我

们体验的这辆改装版沃尔沃V60，是采用

的自动驾驶第三个阶段———高度自动驾

驶技术。 相比之前炒得火热的无人驾驶

车，沃尔沃的自动驾驶功能显然要现实得

多，也离普通车主更近。据悉，在2017年，

沃尔沃会生产出100辆具备自动驾驶功能

的车，让普通车主进行日常驾驶体验。

除了自动驾驶的实际道路测试之

外，沃尔沃还重点演示了在自动驾驶和

智能互联网方面的科技创新，包括全自

动泊车功能、湿滑路面预警、快递到车

和行人防撞系统。

全球首个自动驾驶项目来到中国

本报记者成为沃尔沃自动驾驶中国首批体验者

3月25日，海马汽车在水立方发

布了moofun系统， 搭载该系统的首

款车型———海马M6将在2015上海

车展正式上市。

海马moofun系统，具有车管理、

车控制、车服务、车生活四大功能模

块。其中车生活功能主要是：能够帮

助用户方便、 快捷地了解诸如天气、

交通流量、车辆状况等信息，扮演贴

心小秘书的角色；车服务可以提供全

时在线保养维护（预约）、在线支付

等功能；车管家可以帮助用户及时了

解车辆状态， 规范用户用车习惯等；

车控制功能则帮助用户远程控制诸

如尾箱开启、开远光灯等操作。从现

场演示来看， 该系统具有几大亮点：

通过二维码验证车主身份、支付宝支

付保养费用；配合可穿戴设备显示导

航、了解车辆状态，还可以实现远程

解锁、开闭灯光等功能。

据了解， 海马汽车早在2010年

就 开 始 试 运 营 车 载 互 联 系 统

（moofun系统），并在全国四五线城

市开展了2000多台实验。 通过三年

的试验， 已经有4000多名消费者使

用过这套系统， 经过不断的升级和

完善， 搭载该系统的首款车型———

海马M6将于上海车展正式上市，该

系统未来将逐步搭载到海马汽车旗

下更多车型中。

（刘爱妮）

海马布局车联网 moofun车载互联系统发布

参加试驾会之前，记者对于东

风标致408除了空间大就没有别的

记忆点了， 特别是以前的动力系统

总给人“小牛拉大车”的感觉。然而

试驾全新东风标致408� 1.2THP车型

后，领略到全新PSA标致雪铁龙动力

系统和开发平台截然不同的实力。

408的1.2THP车型展现出远优

于同排量车型的高效动力， 无论提

速还是匀速都保持较强的爆发力。

最关键的是， 相较同级别自然吸气

发动机车型，1.2THP油耗更低，全程

200多公里高速试驾，百公里平均油

耗仅为5.8升。

此次试驾车型是刚刚上市的

1.2THP自动豪华版， 售价151,700

元。全新408配置的“All� in� One集

成触控”智领四方，让智能行车随心

所欲，安全无虞。9.7英寸超大触控屏

幕包罗空调系统、通讯、多媒体、行

车辅助等多项强大功能， 享受丰富

智能驾驭体验。EPB电子手刹，实现

高度自动化 。“3D� Safety三维安

全”，不止化危为安，更是防患于未

然。东风标致408以胎压监测敏锐觉

察胎压异状，步步了然于心；HAS坡

道辅助，松开制动踏板仍能保持2秒

静止， 令坡道如平坦大道；ESP� 9.0

高度整合ABS、EBD等多种先进功

能；6安全气囊，更有1600Mpa超高强

度钢及HLE高强度车身结构。

成都商报记者 刘逢源

“小心脏”有大作为

———东风标致408� 1.2THP试驾

沃尔沃在北京实际公共道路上进行自动驾驶测试

成都商报：“

Drive Me

”项目在中国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拉尔斯·邓：

“Drive� Me”是沃尔沃汽车2013年在瑞典首创的

项目，将其带到中国来的原因有很多。中国是沃尔沃汽车的新本

土市场，也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很快还将成为全球豪华车第

一大市场。因此，作为全球研究的一部分，“Drive� Me”项目一定

要到中国测试和展示， 收集中国的路况信息和消费者的需求。目

前，项目还处于研究阶段，但通过最近的体验活动，我们已经感受

到来自政府、研究机构的浓厚兴趣。我们希望尽早取得自动驾驶

上的突破，能更好地把它介绍到中国来，服务我们的新本土市场。

专访

自动驾驶不是开发无人驾驶车

———对话沃尔沃汽车集团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拉尔斯·邓

成都商报：自动驾驶和其他品牌研究的无人驾驶有什么区别？

拉尔斯·邓：

首先，对于沃尔沃来讲，自动驾驶是实现沃尔沃汽车

2020年“零伤亡、零排放”愿景的重要支柱。因为自动驾驶不仅保证了

安全，更会降低车辆油耗，提高交通效率，对降低排放很有帮助。同时，

沃尔沃开发自动驾驶技术并不只是为了开发技术，而是坚持“以人为

尊” 的理念， 坚持所开发的技术和产品都是为了让人们生活更加便

利。在自动驾驶方面，沃尔沃的侧重点不是要开发完全无人驾驶的车，

而是将选择权交给消费者。沃尔沃的产品拥有非常好的驾驶性能，加

上自动驾驶功能，就可以为人们提供安全、高效、自动的美好旅程。

日前， 郑州日产东风风度首

款SUV车型MX6在北京正式上市，

共推出6款车型，包含两驱、四驱、

MT、CVT多重组合， 官方指导价

为12.28万~16.98万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东风风

度MX6的原型车其实就是东风日产

上一代奇骏， 这款叫好不叫座的车

型在全新换代后成为东风日产销量

贡献主力。 而上一代奇骏被兄弟单

位郑州日产通过国产渠道进行 “复

刻”， 定位为超高性价比都市SUV，

指导价格相较于以前挂着 “日产

标”便宜了近10万元。而品质延续郑

州日产合资技术优势， 独享20万级

NISSAN� SUV专业四驱平台、20万

级NISSAN� MR20DE引擎、20万级

NISSAN� CVT变速箱、20万级NIS-

SAN全模式四驱系统这四大越级装

备，动力充沛，百公里加速仅为11.2

秒，百公里油耗仅8.3L。同时，东风风

度MX6还配备了全景双开天窗、人

机互联系统、2200L超大空间等十大

越级人性化配置。“品质源于合资品

牌，性价比高于合资品牌”，只要你

钟爱越野，又不在乎车头、车尾的标

识， 东风风度MX6其实是一款极具

吸引力的车型。

（刘逢源）

“复刻版奇骏”东风风度MX6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