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15日，北京现代新 ix35
正式上市，此次上市新车共有5款
配置车型可选，官方指导价格区间
为11.99-16.19万元。

新 ix35在外观上相比上一代
车型采用了更多线条的设计元素，
因此从观感上会给消费者一些硬
朗的感觉。车尾部采用了分层式
的设计，特别是硕大的装饰板同样
营造出“硬派”的感觉，此外隐藏式
的排气管使尾部看起来很饱满。

新一代ix35的中控台“T”字区
域采用了更加平直的设计理念，在
气质上同样显得稳重了不少，竖直

的空调出风口采用了暗金色作为点
缀。在材质用料方面，新ix35采用
了比较多的软制材质，这也是国内
消费者比较喜欢的设计。

在内装方面，新ix35最大的特
点就是采用了百度智能网联系统。
新车将同时支持CarPlay和CarLife
两套手机互联系统，在车载导航部
分，该系统集合了百度地图百度输入
法等优势，能够更加聪明地理解驾驶
员指令意图，并可以与手机端共享地
理位置信息。此外，新车还将同步搭
载北京现代Blue Link系统。

（北京现代宁海翔源4S店供稿）

北京现代新ix35正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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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款摩登家庭大座驾，全新
途安L不仅护航成人的安心出行，更
为儿童的乘车安全筑起坚固防线。

五星安全加持
坚固车身周到保护

全新途安L采用先进的焊接技
术，搭配大量使用的热成型零件，此
外，全新途安L使用六层漆面涂装与
空腔注蜡工艺，消除内部腐蚀的后
顾之忧，并提供领先同级的12年防
腐保证。

儿童出行利器

专属贴心宝座

全新途安L在第二排座椅外侧
配备了集成式儿童安全座椅，省去
了传统安全座椅复杂的安装过程。
日常可作为普通座椅使用，只需升
起座垫、更换头枕即可成为标准的
儿童座椅，操作便捷简单。

智能科技主动出击
呵护全家出行

全新途安L配备的SWA变道
辅助系统，能通过侧向传感器实时
监测后方车辆的情况，并在其他车

辆快速靠近或者出现在视角盲区
时，通过外后视镜上亮起的警示信
号灯来及时提醒，为车主提供更全
面的视野条件。RKA+智能胎压检

测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可及时发现
轮胎胎压不足的情况，并提前告知
驾驶者，确保车辆良好的操控性能。

（陈祖曹）

爱车 典

日前，上汽斯柯达发布了全新
紧凑型SUV KAROQ国产车型的
设计图，新车在11月17日开幕的广
州车展上亮相，在迎来国内首秀的
同时，KAROQ 的中文名也将揭
晓。观众可以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
品交易会展馆近距离一睹这款SUV
的风采。

从设计图上可以看到，KA-
ROQ采用了斯柯达最新的家族设
计语言，其灵感源自捷
克经典的水晶切割艺
术，简洁精准的线条、棱
角分明的折面随处可
见，打造出强健、硬朗的
风格，彰显其SUV的身
份。在细节设计上，粗
壮有力的前格栅、流畅
优雅的车顶线条以及

3D立体造型的C型尾灯等元素极
富情感张力，令人过目难忘。

今年4月，中型SUV柯迪亚克
在上海车展上市，这是斯柯达SUV
战略的首款车型。作为该战略的第
二款车型，KAROQ预计将于明年
一季度上市，它的推出不仅进一步
完善斯柯达的产品布局，也将为消
费者带来高品质的SUV驾乘体验。
(上海大众汽车轿辰新源4S店供稿）

上汽斯柯达KAROQ
设计图发布即将亮相广州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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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暖风使用四误区看看你中招了吗

NINGHAI CHESHI宁海车市

全新途安L给全家人满满的安全感

11 月的天是一天比一天
冷，尤其早晚，开车如果不打开
暖风，还真是冷得难耐啊！然而
关于汽车暖风，却有不少车主存
在使用误区，今天我们就逐一了
解下。
误区一：开暖风会增加油耗

正确做法：开暖风时，一定
不要按下AC键，因为这个键是
压缩机启动键，正确做法是只需
调节风量就可吹出暖风。
误区二：点火就开暖风

正确做法：当水温指针到达

中间位置或者蓝色指示灯熄灭
后，再使用暖风，而且建议先打
开外循环，将车内冷空气排出，
过几分钟再转为内循环，这样吹
进来的就是暖风了。
误区三：等人怕冷长时间开暖风

正确做法：如果需要长时间
开暖风，建议车窗留出一定的通
风缝隙，保证车内空气流通。尤
其头部上方的位置，开得缝隙略
大些，这样较为安全。
误区四：车内起雾不敢开暖风

正确做法：可以试试把暖风
风向调到吹向挡风玻璃，暖风很
快就会把玻璃上的湿气吹干，而
随着玻璃温度上升，雾气就不再
会凝结了。

（章莉）

当沿途的风景、后排宝宝的哭
闹一时间分散了你的注意力，没有
注意到前方车辆紧急刹车或者突
然有行人从路边窜出，FCA前方
碰撞预警能及时提醒你（车速大于
10km/h便会启动），通过发出声光
报警，把注意力及时拉回。另外，
配合FDI前方车距提示，确保你的
爱车与前车始终保持安全距离。

普通轿车在向右变道时，会有
一块区域是在视觉可观测范围之
外，也就是人们常称的“视觉死角”
或者“盲区”。MPV 由于车身设
计，它的盲区更大，在满载情况下，
即使驾驶者扭头，也不一定能看清
车辆的盲区范围。别克GL6贴心
地为你准备好了 SBZA侧盲区预
警，当系统探测到车辆左右后方有
车辆存在时，对应一侧的后视镜警

示灯将自动点亮，提醒驾驶者侧方
来车，避免急打转向导致不必要的
碰撞。

每一次打开车门，别克GL6都
为你的安全做好了无微不至的准
备，除了一贯优异的被动安全，新
增更为丰富的主动安全配置，将一
切突发不安全因素化解于无形。
(上海通用别克

宁波众特4S店供稿）

别人只看你的车有多美，他们却看你的车有多硬

别克让安全与家人相伴

岗位 单位名称 人数

保洁员

储备
干部

机修工

业务员

驾驶员

会计

钻床工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尚高商务旅店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得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长青藤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储力叉车有限公司
宁波唯奇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善林（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大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储力叉车有限公司
浙江优逸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伟帆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锦通五菱汽车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波市万宝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储力叉车有限公司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大仲钣金有限公司
宁海县胡氏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金凌海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海县中天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浙江斯穆一碧根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永红重型锻造厂
宁海县宇田五金厂
宁海县胡氏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大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波大鱼馆餐饮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捷扬电器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鼎衡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互生元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1人
2人
1人
2人
2人
2人

10人
1人
5人

20人
4人
1人
2人
5人
3人

10人
5人

10人
3人
1人
2人
5人
1人
1人
1人
5人
1人
2人
2人
1人
2人
5人
5人
1人
1人
2人
1人
1人
2人
1人
4人
2人
1人
1人

20人
6人
7人
3人
3人
5人

岗位

仓管员

普工

装配工

单位名称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安博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斯穆一碧根柏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宁海厚德包装有限公司
浙江优逸科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双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泰虎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金凌海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兴宝华刷业有限公司
宁波北新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市东腾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天祺模塑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跃龙街道正达模塑厂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宁海双虎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金凌海威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宁海县金仕牛跑腿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肯斯金属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安博精密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长青藤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如意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兴富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捷扬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天祺模塑有限公司
宁波市万宝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三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林佳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储力叉车有限公司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人数
1人
1人
1人
1人
1人
6人
1人
1人
3人
2人
2人
1人
2人
1人
2人
1人
1人
1人
2人
2人
3人

20人
8人
5人
2人
5人

50人
3人
2人
5人
8人
3人
6人

100人
2人

10人
1人

10人
6人

20人
3人

10人
10人
10人
10人
20人
5人
6人
5人
5人

岗位

检验员

注塑工

外贸业
务员

单位名称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震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方正汽车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五峰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博宇翔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波石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长青藤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志岳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永金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长青藤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上海三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宁海天丰橡塑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奇亿金属有限公司

人数
2人
2人
2人
5人
3人
5人
8人
3人
4人
5人
2人
2人
2人
1人
2人
6人
1人

10人
20人
10人
10人
5人

10人
20人
10人
5人
5人
2人
1人
1人
4人
2人
1人
2人
4人
1人
2人

电工

巡检员

注塑
机修工

收银员

包装工

叉车工

操作工

文员

质量
工程师

质检员

采购员

宁波市东腾纸业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海县中天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县博宇翔鹰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伟帆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和鑫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海县欣明清洗设备有限公司
宁海县海阔天空沐浴休闲有限公司
宁海金海开元名都大酒店有限公司
宁波大鱼馆餐饮有限公司
宁海县葛家丰收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爱文易成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兴宝华刷业有限公司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宁海县光辉灯饰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伟成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大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宁海肯斯金属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创青腾达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大鱼馆餐饮有限公司
宁波市华宝塑胶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宁海县振业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宁海建新密封条有限公司
宁波双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长青藤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美品丰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鼎衡机械有限公司
宁海伟帆塑料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鼎华实业有限公司
宁海县集美特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瑞格文具有限公司
宁波石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人
2人
1人
5人
1人
2人
1人
1人
2人
4人
1人
2人
2人
3人
2人
1人
2人
1人
3人
4人

20人
2人
5人
8人
2人
2人
1人

10人
10人
10人
2人
1人
4人
2人
1人
1人
2人
1人
2人
1人
2人
1人
1人
1人
1人
2人

岗位 单位名称 人数

宁海县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信息
本周四（11月23日）

宁海县智慧就业创业信息共享系统 http：//www.nhjyw.cn

注：定于每周四上午举办县人力资源市场招聘会 时间：8:00—11:30
应聘地点：宁海县气象北路778号（国际会展中心北楼二楼）乘公交线路105路、107路、113路、128路在国际会展中心站下车即到。联系电话（传真）：65582346
本招聘信息由宁海县就业与失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组织发布，部分信息以当日市场发布的即时更新的信息为准。

保洁员

宁波兴利模具有限公司
宁海尚高商务旅店有限公司
宁海县第一注塑模具有限公司
宁波市天普橡胶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美琪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乐洲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亚太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宁波市宏邦办公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得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宁海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洁士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宁海分公司

1人
2人
1人
2人
2人
2人

10人
1人
5人

20人
4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