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15 年中国汽车用户满意
度测评（CACSI）结果公布，上海大众
汽车新桑塔纳荣获“8-10万中型轿车
组”用户满意度第一。这也是新桑塔纳
自2012 年上市至今，连续三年获得这
一奖项。上市3年来，新桑塔纳凭借舒
适实用的功能、节能高效的动力配置
等产品优势以及大众品牌“Tech Care
匠心挚诚”的专业服务，赢得了消费者
的广泛认可。

新桑塔纳是一款大气舒适、至真
品质的经典德系轿车。它按照中国消
费者的日常驾乘需求而设计，拥有时
尚的外观、宽敞舒适的车内空间以及
丰富实用的功能配置，充分满足消费
者需求。同时 Climatronic 自动恒温空
调、ESP车身动态电子稳定系统以及定
速巡航等先进科技的运用，更使得新
桑塔纳在实用性、操控性等各方面赢
得了车主的青睐，让车主畅享惬意舒
适的驾乘乐趣。

同样深受消费者好评的
还有其高效节能的动力配
置。新桑塔纳搭载 EA211 全
铝环保发动机，提供 1.4L、
1.6L以及1.4T三种排量，在5
挡手动变速箱、6挡自动变速
箱以及 DSG 七速双离合变
速箱的精准配合下，释放出
畅快充沛的动力，不同动力
配置也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

的驾驭需求。同时，新桑塔纳的发动机
具有低转速高扭矩的优异特性，兼顾充
沛的动力输出和出色的燃油经济性。工
信部数据显示，新桑塔纳1.4T车型的百
公里综合油耗为5.7L。根据最新出台的
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购置税优惠政
策，新桑塔纳全车型均可享受购置税减
半优惠，让消费者在享受高效动力的同
时获得更多购车优惠。

除了可靠的产品质量，新桑塔纳用
户还能享受到上海大众汽车大众品牌

“Tech Care匠心挚诚”的专业服务。全
国1600多家营销服务网点为每一位大
众车主提供周全的服务保障，令车主在
后期使用过程中享受全面的用车服务。

如今，桑塔纳品牌在中国市场已
扎根 30 多年，赢得了超过 470 万车主
的赞誉和信赖。面对未来汽车市场更
为理性的消费趋势，新桑塔纳将继续
以可靠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为消费者
带来更满意的用户体验。 （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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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东风Honda总经理铃木麻子在发
布 会 上 表 示 ：自 去 年 发 布“Stay
ahead”——“志在先端”的品牌行动口
号以来，东风Honda正式迈入由“产品
时代”向“品牌时代”深化转型的发展新
阶段，产品设计上不断融入设计者对年
轻人生活方式的思考，此次推出的哥瑞
就是一款专门针对中国年轻消费者研
制开发、具备较强经济适用性的车型。

外观设计上，采用本田家族“Solid
Wing Face”飞翼式俊朗前脸设计，配合

车身犀利腰线、运动型轮毂和灵动帅酷
尾灯，再加上鲨鱼鳍天线，塑造出年轻
动感的时尚外观。得益于Honda经典的
MM（乘员空间最大化，机械空间最小
化）理念，在紧凑型中级车尺寸范围内，
实现完全可以媲美中高级车的驾乘空
间。其后备箱空间更是惊人，几乎可以
钻进两个普通身材的成年人。

哥瑞搭载了Honda最新一代“地球
梦科技”1.5L缸内直喷发动机+CVT无
级变速器的动力总成，兼顾了环保与驾

驶乐趣。得益于一系列先进技术，哥瑞
在保证强劲动力输出的同时，还拥有出
色的燃油经济性，其舒适版和风尚版车
型的百公里油耗更是低至5.4L，远远超
出了同级别其他车型。同时，哥瑞身上
还云集了众多领先同级的人性化配置：
一键启动系统、DA智能屏互联系统、人
性化的空调后排出风口等。这些配置不
仅同级少有，更重要的是为用户带来更
安全、实用、更具价值感的汽车生活。

（夏厦）

近日，上汽通用汽车宣布将于今
年第四季度推出雪佛兰全新城市休旅
车——乐风RV。作为同级别市场中唯
一的城市休旅车型，乐风RV将传承雪
佛兰品牌经典车型——精品家轿乐风

“活力乐观”的品牌个性。它的诞生将
开创国内中小型城市休旅车的全新细
分市场，为趋于成熟的国内汽车消费
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

集合通用汽车全球资源优势，乐
风RV基于全新多功能车平台开发，采
用同级首创的休旅造型设计，车身姿
态灵动舒展，实用大空间与时尚外观
有机结合。

雪佛兰乐风 RV采用横向宽幅俯
冲式车头，前脸继承了雪佛兰品牌的

设计语言。搭载了投射式氙
气大灯及光导纤维示宽灯的
鹰眼，可提供高强度低能耗
的光照效果，令夜间行车获
得更佳视野。

采用同级别首创的休旅
外观设计，轴距 2550mm 的
乐风 RV 拥有长后悬、高车
体的休旅车造型特点。灵动
舒展的车顶线条和后备箱相

连。新颖的悬浮式车顶，配以360度穹
景式环绕后车窗和隐藏式 D 柱设计，
营造出宽阔的全景视野。

为了营造舒适的休旅体验，乐风
RV贴心地配备后排隐私玻璃，为乘客
营造更私密的乘坐环境。良好的私密
性更令乐风RV的后排及后备箱成为
安心的储物空间。

2006 年中国车市刚刚起步，当时
的乐风广受追求精致生活的年轻人消
费者欢迎。而今，乐风RV虽然身处不
同的时代背景，但一如既往地倡导勇
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开放心态，乐于尝
试各种可能性的生活热情以及不懈追
求生活品质的人生价值观。

（张煜）

10 月 23 日 ，全 球 首 款 超 豪 华
SUV——宾利添越 Bentayga 在成都尼格
依罗酒店隆重举行了大中华区上市典礼。
它既是宾利的全新车系，同时也开启了全
球SUV的新史册。

宾利添越Bentayga搭载全新双涡轮增
压6.0升W12发动机，仅需4.1秒即可完成
0-100公里/小时加速，最高时速可达301
公里。还有多达8种公路与越野驾驶模式，
不仅能在宽阔道路上从容疾驰，也能在各
种野外路况下驰骋自如。添越Bentayga的
现代奢华内饰在英国打造，为客户提供数
以万计的私人定制方案，客户可前往宾利
克鲁总部，通过宾利定制部门Mulliner的
专家团队，打造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

宾利添越 Bentayga 标准版厂商建议
零售价人民币398万元起。为回馈全球第
一批添越Bentayga车主，宾利汽车特别打
造了添越 Bentayga 首发限量版，并将于
2016年春季交付全球首批车主，该车在大
中华区域限量55台，厂商建议零售价480
万元。 （桑田）

全球首款超豪华SUV
宾利添越Bentayga上市

售7.98万元~11.98万元
东风Honda哥瑞豪气来袭

自9月22日概念车亮
相以来，东风Honda旗下首
款 紧 凑 型 中 级 车 哥 瑞
（GREIZ）便一直备受瞩目。
10月16日，东风Honda再
次为广大消费者带来重磅信
息，正式公布了该车型的全
系售价。东风Honda推出的
哥瑞共有 5 个版本，售价
7.98万元~11.98万元，有6
款颜色可选，并将于11月7
日 正 式 上 市。作 为 东 风
Honda在紧凑型中级车市
场的扛鼎之作，哥瑞将助力
东风Honda进一步完善产
品矩阵，构建起强有力的“中
级车+中高级车+SUV”三核
驱动产品阵营。

雪佛兰城市休旅车乐风RV年内上市

新桑塔纳连续3年获用户满意度第一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西门疏改管抽掏粪87734118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85457778疏管低抽粪84553337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养老托老
●离市区近医养一体84713992

保洁服务
●保洁石材翻新★日新84350887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废旧等15308077783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111899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13628014992★高收二手物资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品牌加盟法咨询15881073010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成都市金牛区地方税务局及国
家税务局于2013年4月2日核发的
金牛区申汉装饰材料经营部税务
登记证正本（号码：5107221978
12157483A1）遗失
●许发荣（身份证号5106231979
08301639） 从业资格证及川
AP0202道路运输证遗失作废
●成都铭文威广告有限公司
（510108000430875）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
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
天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2015年8月6号凌晨2点机动车川
A701CB，发动机号6004054，车架
号LVHRR7879E5004056，在成

都市高新区城市春天小区北门被
盗。联系人陈兵,13688388471
●黄翔宇的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
员证 (档案编号5101042802证件
编号510108198001160034)遗失
●华安教练车7221学营运证遗失
作废，特此声明
●龙玉玲，长征福特续保押金收据
编号为0933180遗失登报作废
●赣A38781，雅阁牌HG7241AB，
发 动 机 号 8014253， 车 架 号
LHGCP2688A8014268于2015年8
月9日上午11时许在龙泉驿区大面
镇东洪路199号附近发现被盗，联
系方式18227627188李文昌
●资中县水南镇奉安圣宫村，房屋
产权人：朱江林，共有人刘碧华房
屋产权证 （共有权证号自
200904285至 200904285-2）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资中县水南镇奉安圣宫村二区7
号楼，房屋产权人：王志英，共有人
刘启达房屋产权证（共有权证号
自200904310至200904310-2）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精诚睿软件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已填开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联,发票代码5100151320,发票
号码15077543,特此声明作废.

房屋租售

●商业3F整层507平15882329260

写字间租售

酒楼·茶楼转让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丽都路茶楼转让13730663839
●五块石旅馆急转18982184603
●玉林500平茶楼转13880028212

餐馆转让
●优转800平火锅店15928143576
●荷花池餐馆转让15928423957
●东风大桥245火锅15828314539
●双桥子铺面转让18780205897
●神仙树南路600平知名火锅店优
转，价格面议13980910348
●红牌楼酒店转让15108446988
●外双楠旺餐低转18123366693
●餐饮旺铺转让13880563650
●转武侯知名中餐13980036365
●少陵路铺带院坝18628822033
●转武侯立交280平18780011138
●抚琴136平快餐转，带天然气，楼
上赠送96平13550389468

●大丰650平火锅转15928030308
●洞子口火锅茶楼低转67611111
●西千平茶转可餐,18980032607
●簇桥600平火锅转13679019887
●李家沱黄金口岸600平米餐饮
旺铺转让18111612319
●西安路豪装500平米餐饮旺铺出
租。殷：13982155318。

店 铺

●优转磨子桥旺铺18109034358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平
出租水电齐15882044508
●双流工业园2*5000平米二层标
准厂房出租13980050518李先生
●大小厂及场地租1828455066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大小厂库房出租13881819112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外西1700平厂租18030852620
●北新旁大标厂房13980652583
●龙潭工业园厂房办公楼出租
15184359276

招 商

●寻联办养老医院15828341107
●3600元/㎡售商楼13908193839
●3千校园合用出租15928087465
●特优项目寻合作139820886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