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报讯（记者 许燕琴）由鹤壁日报社和

鹤壁市汽车商会共同举办的“财鑫·奇瑞汽车

杯”第三届鹤壁车市之星评选活动自 3 月 2 日

启动以来，备受我市各界关注。截至昨天下午，

记者从鹤壁日报社汽车新闻部了解到，目前已

有近 50 家车商、维修企业、车美容车装饰店、

电动自行车品牌、 驾校和车租赁公司报名参

选。

其中，鹤壁财鑫奇瑞汽车 4S 店、鹤壁新纪

元雪佛兰汽车 4S 店、 鹤壁市壮大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等报名参加了金牌车商的评选。

奇瑞瑞虎、雪佛兰科鲁兹、比亚迪 S6、福

特福克斯、广汽传祺、福仕达新鸿达等车型参

加了最具魅力畅销车型的评选。

福特致胜、五菱宏光等车型报名参加了最

安全车型的评选。鹤壁市财鑫小汽车修理有限

公司推荐该公司员工王守建参加了金牌维修

技师的评选。

在金手套维修企业评选报名中，鹤壁市财

鑫小汽车修理有限公司、三星汽修装饰、鹤壁

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分公司、鹤

壁市鹏达汽修厂、 鹤壁之星博世汽车维修站、

鹤壁市广源汽车维修中心、鹤壁市开发区太行

汽车修理厂等捷足先登，提前报名。

非常车饰、 富豪汽车装饰总汇、 火鸟汽

车生活馆、 车之家汽车装饰美容等也不甘示

弱， 纷纷报名参加最具发展活力的车美容车

装饰。

在最耐用的电动车评选报名中，爱玛电动

自行车、新大洲电动自行车、奥斯电动自行车

等决定借助这一评选活动，评选出鹤壁市最耐

用的电动自行车品牌。

为向市民展示自己的教学实力、管理水平

和信誉度，鹤壁市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鹤壁

市公交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鹤壁市东岭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学校、鹤壁市鑫运机动车驾驶培

训学校、淇县交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等纷

纷报名参加最受市民信赖的驾校评选。

决定在鹤壁车市开辟新局面的车租赁公

司对此次评选也充满了信心，鹤壁市诚和汽车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报名参加了无欺诈守信

用车租赁评选。

“敢于参选就是好样的，积极参选就是

实力的见证。 ” 主办方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本次评选报名时间截至 4 月 10 日，

特提醒有意参加此次“车市之星”评选

活动的商家抓紧时间报名， 以免错

过这一良机。

“买车最重要的是看车的安全系数，之前听

朋友说福特车身很坚固， 采用的是用来制造坦

克、装甲车的硼钢。 我一直觉得，赚再多钱也没

有生命重要， 我的家人也很喜欢它。 ”3 月 20

日，记者在鹤壁顺达尔福特 4S 店见到了刚刚提

到蒙迪欧致胜 2.0T 新车的郝先生。

据郝先生介绍， 去年有一段时间， 他一

直开着朋友的 2.3L 致胜， 他感觉蒙迪欧致胜

无论是外形设计， 还是操控性、 安全性、 节

油性都非常出色。 近日， 他得知鹤壁也有福

特 4S 店的消息后， 就到该店试驾了蒙迪欧致

胜 2.0T 车型。 该店销售顾问告诉他， 该车搭

载了 2.0L 直喷涡轮增压发动机与双离合变速

器。 高功率车型最高输出 240 马力， 在同级

车型中最高。 “虽然我不太懂销售顾问讲的

这些参数， 但是在驾驶的时候， 能体会到动

力源源不断地输出， 还有加速时所带来的酣

畅刺激， 感觉就像是脱缰的野马呼啸着向前

面奔去， 动力十分强劲。 我仔细看了一下油

耗显示数据， 才 7.9L。 想想这可是 2.0L的车，

还带涡轮增压等， 我觉得肯定是该车的发动

机性能非常好， 才确保了在动力充沛的情况

下经济省油。”

“好看、好开、好坐是蒙迪欧致胜最大的特

点。 ”郝先生说，蒙迪欧致胜的内部空间十分宽

敞，它的后排空间完全可以媲美一些更大尺寸

的豪华轿车，腿部空间也很出色。 它的座椅非

常舒适，而且是运动风格。 座椅面料为真皮打

孔材质，无论冬、夏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真

皮座椅过冷过热的问题。

福特蒙迪欧致胜：好看 好开 好坐

———访福特蒙迪欧致胜

2.0T

车主郝先生

□

晨报记者 许燕琴

鹤壁市汽车商会

繁荣汽车产业

助力鹤壁经济

鹤壁市汽车商会热烈欢迎与

汽车行业有关的商家入会！

会长服务热线：13938001002

以上理事单位诚信度高，品

牌影响力强， 能够提供优质服

务， 在市民中有着良好的口碑。

热烈欢迎广大市民到以上理事

单位购车、修车或进行车美容、

车装饰，以便更好地维护您的正

当权益。

部分理事单位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鹤壁鹤骏广汽本田汽车 4S 店

鹤壁鹤海北京现代汽车 4S 店

鹤壁鹤海别克汽车 4S 店

鹤立亚飞（比亚迪汽车）公司

鹤壁新纪元雪佛兰汽车 4S 店

鹤壁顺达尔福特汽车 4S 店

新世纪汽贸

鹤壁奇瑞汽车 4S 店

鹤壁市永兴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鹤壁市开发区大众轿车修理厂

三星汽修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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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精彩导购、行情、资讯信息

一周一刊为您爱车生活添色彩

周

刊

车

车

在日常用车中， 很多不良用车习惯如同

慢性病毒一般在侵害驾驶人汽车的各个零部

件，这不仅提高了养护成本，也为我们的安全

埋下了隐患。 3 月 20 日，记者就车主们的不良

习惯采访了汽修专家老申。

不良习惯：离合器长时间半联动

造成后果：损毁离合器片

老申说， 长时间处于半联动状态会导致

离合器片过度磨损，在换挡、起步后，要马上

把脚挪开离合器踏板， 尽量减少半联动状态

的时间， 更不能养成左脚搭在离合器踏板上

的习惯， 这样会在不经意间使离合器处于半

联动状态。

不良习惯：打死方向盘

造成后果：损坏液压助力系统

老申说，在转弯或者掉头的时候，车主往

往会打死方向盘，建议在方向盘打死的时候，

最好稍微回一点， 这样可以避免助力泵处于

高压力状态，减少不必要的损害。

打死方向盘

容易损坏液压助力系统

□

晨报记者 许燕琴

全球领先的德国博世汽车维修技

术，全系列优质配件，维修各型轿车

新区高速口向北 200 米路东 3314612

鹤壁市开发区大众轿车修理厂

咨询热线：

400-0392-800

本届车展美女模特由领秀色彩时尚

文化传播公司提供，咨询热线：2610111，

地址：新区九州路瑞奇大厦 509 室。

姓名：孔天明

年龄：23 岁

身高：1.76 米

体重：52kg

三围：86cm/58cm/87cm

特长：服装表演、服装设计

模特风采

目前已有近 50 家车商、维修企业、车美容车装饰店、电动自行车品牌、驾校

和车租赁公司报名参选，主办方———

提醒商家抓紧报名 莫失良机

感受非凡

距 2012 中国·鹤壁春季车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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