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后

国家质检总局的数据统计显
示，刚过去的7月份，有15起汽车召
回， 涉及16家公司， 召回总量超过
287万辆， 创今年单月召回新高，其
中7月份仅广汽本田就召回了182万
辆汽车。

另据了解，2015年单次召回数
量最大的是广汽本田的思迪、 飞度
车型，召回数量为413452辆，而今年
上半年， 超过去年广汽本田41万辆
纪录的召回总共有三起，包括别克、
雪佛兰、本田、丰田，其中，单次召回
数量最大的达到216万辆，创下今年
以来单次召回数量最大的纪录。

7月创今年单月召回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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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了质检总局发布的汽车
召回公告后， 才发现我的车也不幸
中标了。”8月3日， 家住长沙市岳麓
区观沙岭街道的周女士告诉记者，
她去年买的一款日系车在召回范围
内，不免有点郁闷。目前正等经销商
通知，做免费维修和零件更换。截至
7月底， 国内共召回880多万辆汽
车，同比增长107%，远超去年全年
的558.59万辆。

【数据】 召回880多万辆
同比增107%

“如果不到官网上查，我还不
知道呢。”周女士介绍，她的车是
一辆2013款的某日系品牌车，于
去年年初购买， 开了一年多感觉
还蛮顺手的， 却不料居然被列为
召回车范围。 目前她正等经销商
通知，去做免费维修和零件更换。

上半年实施召回的既有玛莎拉
蒂、阿斯顿·马丁、保时捷、奔驰、宝
马、捷豹、路虎等豪华品牌，也有现
代、马自达、丰田、三菱、标致、日产、
广菲克等普通品牌，还不乏吉利、长
城、一汽奔腾等自主品牌。

从汽车召回涉及品牌来看，日
系品牌召回40次，涉及568.84万辆，
排名第一；美系品牌召回16次，涉及
252.21万辆，排名第二；德系品牌召
回23次，涉及45.89万辆，位居第三。
从今年汽车召回涉及问题来看，气
囊和安全带问题召回29次， 涉及数
量最多，为487.56万辆；其次是发动
机问题召回14次，涉及224.73万辆；
车身问题召回18次， 涉及75.46万
辆，位居第三位。

【原因】 高田气囊问题、制
度完善是主因

“高田气囊问题是导致今年汽
车召回飙升的一个主要因素。”湖南
汽车商会会长马湘滨解释。 数据显
示， 在今年上半年发布的69次汽车

召回公告中，有17次涉及气囊问题，
其中包括马自达、 丰田、 本田、讴
歌、三菱、雷克萨斯、英菲尼迪等品
牌在内的车企都先后因气囊安全隐
患实施召回， 召回汽车数量超过
115万辆。

“我国不断强化和完善缺陷汽
车召回工作， 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今年汽车召回量的攀升。”马湘滨
告诉记者， 今年质检总局组织约谈
大众、通用、高田公司等相关生产企
业负责人8次，在质检总局缺陷调查
和约谈的推动下， 一批生产企业依
法实施了主动召回。

在国内不断飙升的汽车召回大
潮中， 自主品牌汽车的召回却显得
有点冷清。今年截至7月底，国内有4
家自主汽车品牌企业共发布了5次
召回公告，共涉及24542辆汽车。

【趋势】 汽车召回将成家常
便饭

近日， 国家质检总局执法督查
司司长严冯敏在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质检总局将加大缺陷信息收集
分析、 缺陷调查和召回实施情况监
督的力度， 对可能存在缺陷的汽车
等产品及时开展调查， 依法查处不

主动履行召回义务、 不配合缺陷调
查、瞒报误报相关信息的企业。

“今后汽车召回将会是家常便
饭。”湖南汽车商业秘书长王雪安表
示，随着监管部门的越来越重视，以
及国内汽车品牌的提升， 国内汽车
召回将和发达国家一样。

■记者 胡锐
实习生 雷震 李佳倪 欧阳旭

7个月召回880万辆车，为何这么猛
超去年同期，气囊和安全带问题涉及数量最多，监管也更给力了

公告声明

债权转让通知
方东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作出
《2010》开 民 一 初 字 第 16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周明对你
方享有的债权（包括该判决书
确定的全部权益，含本金、利
息、迟延履行利息、实现债权
的费用等）。 周明已于 2016 年
4月 15日将上述全部债权转让
给了胡曼会（身份证号：4301
0419600412152X）， 双 方 签
订了债权转让合同并同意债权
转让。 特此通知！

周明、胡曼会

注销公告
湘西土家金腰带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经股东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彭定国
电话:18074337308

公 告
麓谷国际广场项目北栋劳

务队承包人李勇军、 喻树锋现
与我司已办理结算， 结算款未
支付完毕，有关涉及劳务报酬、
工程款费用的相关公司或个人
见公告后 10日内，请速与李勇
军、喻树锋联系洽谈付款事宜，
过期后果自负。

现李勇军、 喻树锋都郑重
承诺：“自此公告之日起， 直接
与该项目部劳务承包人李勇
军、喻树锋进行账目清算。各分
包班组、租赁公司、材料供应商
及项目管理人员等与本项目相
关的一切单位和个人的所有经
济往来均由北栋项目部李勇
军、喻树锋支付。由此产生的一
切经济纠纷与法律后果均由北
栋项目部李勇军、喻树锋负责；
与该项目建设单位湖南天时利
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无任何关系。 ”
特此公告！
湖南天时利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2016年 8月 2日

遗失声明
李春燕不慎遗失由长沙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6 年 6
月 16 日核发的证号为 43010360
0365019 的营业执照正本；由长
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城南路
税务分局 2016年 6月 23日核发
的证号为 360103197503033823
01税务登记证正本，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J07675 湖南龙骧陆地航班
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因你公司的车辆不按规定的线
路、 班次行驶， 被我局依法查
扣，至今未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三个工作日
内到我单位领取《长沙市交通
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事前告知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号，联系：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6年 8月 4日

遗失声明
湖南仁达信息系统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4年 5月 7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注册号：
4301930000461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东县两市镇瑞丰家电商行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瑰姿百货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杨毅 13973148702

◆马京遗失坐落于望城县高塘岭
镇郭亮中路商业街 0803364 栋
房产证，证号：望房权证高字
第 00026410， 面 积 ：141.12
平方米，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拾味轩中西餐厅
（税 号 430503197005181524）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300154320，发票号码：04
506726、04506757，声明作废。

◆刘丹红遗失护士资格成绩合格
证明原件，证书编号:201414
3150100040，声明作废。

债权转让通知
致彭冬梅: 根据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出让
人）与曾凡清（受让人）于2016
年 7 月 26 日签订的《债权转
让协议》， 出让人已于同日将
其与你签订的《个人购房贷款
合 同》（合 同 号 : 14111000
3971）之项下全部权利与义务
依法转让给受让人，原合同内
容不变。 特此通知。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遗失声明
长沙德丰共雅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开户行为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银德支行 2016年 5 月
11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10033886301； 遗 失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
430104033886301；声明作废 。

注销公告
湖南山力玉柴航运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杨丽 15973004771

遗失声明
长沙芳兴物流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
12年 08月 08日颁发的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本，代码：0516571
0-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星之源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左宗超，电话:13974982877

遗失声明
永顺县永茂客运车队遗失由
原永顺县工商局 2009 年 4 月
7 日核发的注册号码为 4331
27000003399 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声明作废。

◆郭小彬遗失身份证，号码 5110
24198706222552，声明作废。

◆吴腾(身份证号:4325031980
12282071)遗失 2010 年湖南
卫生类 A级职称英语成绩单，
特此声明。

◆易建林 2016年 8月 2日遗失身份
证 430624197409184454，声明作废。

◆凌彬(身份证号:430203198505
194012)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声明作废。

◆王锦洪遗失焊工特种作业操作
证,证号:T4305211984030138
14,声明作废。

◆黄小兵遗失道路旅客运输从业
资格证，证号 430100001001
2000439，声明作废。

◆石珂（身份证号 433101198509
020022）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士执业证书，证号：2008430
16884，声明作废。

◆谢娜遗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长沙中心支公司一份保
单 。 保 单 号 60501201543010
0003614， 交 强 险 保 单 60507
2015430100008644，声明作废 。

◆易玉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
遗失 ，号码为 2015430017200
1567，特声明作废。

◆舒其镇（342901199507291414）
遗失心理咨询师证（高级），编
号 1518000008302389，声明作废。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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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财基（350524199303311017）
遗失湖南大学三方就业协议，编
号 201204010109，声明作废。

◆邱永酃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
校 2014 年毕业生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413802300096，声明作废。

◆周四新遗失湖南东宸智地房产
开发有限公司单位开具的购房
收据一份，号码 4000383 金
额 20000元，声明作废。

◆周艳阳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3
81198803157142，声明作废。

2016 年 7 月 27 日 ，
SWM斯威汽车品牌发布
会在北京举行 。 同时，
SWM斯威汽车首款产品
SWM斯威X7也正式亮
相， 并全面正式接受消费
者预定， 预售9-11万元，
其正式上市预计在8月底。

X7，其两大最为核心
卖点是大空间、智能化。而

其4710/1855/1750mm的
车身尺寸 ，2750mm的轴
距， 能够切实保障驾乘舒
适度及各种用车需求；其
特斯拉式的12寸中控大
屏， 搭载高度智能化的
E-go系统，可为消费者带
来更加出色的联网体验和
视听享受， 实现车辆远程
操控。 ■胡锐

SWM斯威汽车品牌发布
首款产品X7亮相

7月31日，由长沙鑫天
机电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
“华彩绽放·泰然登峰”全
新圣达菲试乘试驾活动在
长沙市芙蓉区机电驾校举
行。除了试乘试驾环节，现
场还有特价车、 包牌价等
多重购车优惠， 为购车消
费者提供了更加优惠的购
车价格。

全新圣达菲拥有韩国
SUV的血统和平台，技术先
进并且扎实可靠。搭载了英
国罗孚1.5T发动机，最大扭
矩215牛米，强劲的动力优
于同级的SUV车型。在功能
上全新圣达菲更是拥有比
同级别车更加全面的配置，
同时华泰汽车提供5年15
万公里的超长质保。■胡锐

全新圣达菲试驾会长沙举行

8月1日， 吉利博瑞
G20行政版在吉利“蓝色
商城”正式限量首发。本次
推出的博瑞G20行政版为
1.8T车型， 售价21.98万
元。 博瑞G20行政版在沿
袭了现款车型的产品设
计、 卓越品质以及科技配
置的基础上， 着重对车内
配置进行了商务取向的调
整与升级， 并采用四座布

局， 强化吉利博瑞在中高
级车市场的竞争力。 外观
上， 博瑞G20行政版延续
快背式、 家族式水滴涟漪
回纹前格栅等鲜明的美学
设计， 独有的豪华商务多
幅轮毂、尾部金色尾标、翼
子板及换挡杆球头“Indi-
vidual”专属徽标等，标示
着G20行政版的独特尊
贵。 ■胡锐

吉利博瑞G20行政版限量上市

今年因气囊问题召回的汽车超过115万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