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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启辰全新D60启动预售
合资自主“俯冲”加速 预售价格7万—11万元

日前， 东风启辰在郑州隆重
举办了“品质启辰 智联生活———
东风启辰品牌7周年庆暨全新启
辰D60亮相预售”活动。会上，东风
启辰发布了以开放式五角星为主
视觉的全新品牌标识， 揭晓了最
新的车联网战略及该战略下首款
车型———全新启辰D60的预售价
格7万—11万元，这也标志着合资
自主品牌将自己主力车型价格已
下探到了7万元以下区间。

据介绍，全新品牌LOGO的发
布是东风启辰全新升级战略之后、
作为自主品牌极具战略意义的重
要举措。从今以后，全新品牌LO-
GO将正式应用于东风启辰旗下所
有车型。全新品牌LOGO保留了原
有的标志性“五角星”元素，而在细
节方面做了改变：原五颗星简化为
大小两颗五角星，其中大星为开放

性的五角星设计，传达了东风启辰
开放、包容的企业风格。

作为7周年的庆祝方式，东风
启辰带来了一款全新力作———全
新启辰D60。 它代表了启辰在车
型研发方面最新的理念， 也是启
辰目前的标杆作品。 全新启辰
D60拥有4756mm的越级修长车
身尺寸， 打造出了全尺寸宽适空
间。 其搭载的启辰智能车载互联
系统是其最大亮点， 从语音控制
到个性需求推荐方面， 都大大提
升了人机的交互性。 此外，5英寸
TFT彩色3D仪表显示屏、 定速巡
航等越级配置， 都能为消费者带
来愉悦有趣的超值科技体验。此
外， 全新启辰D60还带来两大利
好政策， 前10000名成交客户，即
可享受终身流量大礼包和动力总
成终身质保。

9月14日， 全新启
辰D60在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正式亮相预售，
以开放式五角星为主
视觉的全新启辰标识
首次在湖南亮相，其最
新的车联网战略及该
战略下首款车型———
全新启辰D60也正式
以7万—11万元的价格
在长沙开启预售。

据东风启辰督导
科副科长兼东风启辰
南区总监王永涛向记
者介绍，全新启辰D60
力求为消费者创造品
质、体面、新鲜的轻松
生活； 志在得到85后
“优享生活家” 的信赖
与认同。该款车型也将
成为启辰品牌第一辆
启用全新LOGO的车
型。

■胡锐

全新启辰D60
长沙开始接受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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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资讯

东风雪铁龙SUV天逸乐享上市

日前， 东风雪铁龙SUV天逸
在“魔都”上海乐享上市，共推出4
个级别、6款车型， 用户成交价
15.27-22.67万元。其中，380THP

所有车型，都享有10000元厂商购
置税补贴。SUV天逸是“乐享”精神
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吸引着那些与
它“志趣相投”的年轻一代。■胡锐

宝沃BX5�1.4T长沙质感上市

9月14日，宝沃汽车BX5家族
新成员———宝沃BX5� 20T�GDI
(1.4T)车型在长沙质感上市，共推
出6款车型， 官方指导售价为
12.38万元-15.58万元。宝沃BX5�

1.4T车型搭载宝沃的B-Link智
能互联系统， 为驾乘者提供丰富
的便捷服务和信息展示， 全方位
满足年轻消费者更智慧、更互联、
更个性的驾乘需求。

上汽通用“诚新二手车”品牌巡展长沙站
日前，上汽通用汽车“诚新二

手车” 品牌巡展在长沙开启，以
“原厂认证，一鉴倾新”为主题，为
消费者带来安心、诚信、便捷的二
手车交易体验。 专业鉴定人员现

场为消费者对车辆进行评估和检
测，让消费者全面掌握真实车况。
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实车讲解区，
帮助消费者识破二手车交易中的
陷阱。

9月15日， 一汽丰田举办的
“感恩有你为伴”品牌日活动在北
京的古北水镇落下了帷幕。 活动
现场， 一汽丰田重磅发布了全新

的安享管家计划， 宣布迈进未来
车生态圈。 安享管家计划从客户
需求出发， 打造全新的人·车·生
活全程呵护体系。 ■胡锐

一汽丰田品牌日活动答谢600万客户

遗失声明
长沙湖大模型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核发的机
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430
10400967780O，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汉坤国际商务交流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颁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
码 G1043010502286470E，声明作废。

◆姚麟（父亲：姚新忠，母亲：汤
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Q4307800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蓝易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发票领购簿，税号 91430
100MA4L7AMK2Y，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骏恒铁路配件有限公
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5889837488)遗失
财务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罗拉农业生态科
技有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望城分局 2015年 1 月
1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 号 430122000047108，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
代码 09307775-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于 2017 年 9 月
28 日上午 10：30 在我司会议
室整体公开拍卖机动车一
批。 请有意竞买者持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和竞买保证金 5
万元/辆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预展、报名时间：2017 年 9 月
26、27日。预展、报名地址：东
风路湖南汽车城 1 楼。 联系
方式： 13548567030 马经理

湖南城星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嘉禾县佳明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3 年 5 月 2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3609，声明作废。

◆陈浩焱（父亲：陈皎，母亲：牟
洪）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496710，声明作废。

◆赵隆辉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430381000143，声明作废。

◆龙靖熙（父亲：龙石山，母亲：
谭海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280643，声明作废。

◆陈科先（父亲：陈秋斌，母亲：胡
湘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D430031351，声明作废。

◆彭彬晴（父亲：彭健，母亲：
高翔）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Q430549894，声明作废。

◆何锡华遗失 2010 年 11 月
30日由浏阳妇幼保健院签发
的何韵涵出生证， 编号：
K4304098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飞宇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2 年 5 月 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032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舂陵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2 年 5 月 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2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传奇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6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038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指点江山网城遗失嘉禾
县工商局 2013 年 5 月 3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071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佳信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2 年 4 月 24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275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千年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4 月 2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13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新风林高速网吧遗失嘉
禾县工商局 2012年 6月 2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08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无限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6 月 2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564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嘉佳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4 月 2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51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新时代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3 年 5 月 30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54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良俊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3 年 5 月 2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242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鸿宇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3 年 2 月 4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24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绝顶高手网络俱乐部遗
失嘉禾县工商局 2013年 5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 431024000001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星辰网络会所遗失嘉禾
县工商局 2012 年 4 月 27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15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网络英豪休闲中心遗失
嘉禾县工商局 2011年 6 月 1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102400000683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快活灵网吧遗失嘉禾县
工商局 2012 年 9 月 1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100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新翼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9 月 18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56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神话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4 月 2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59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嘉禾县奇迹网吧遗失嘉禾县工
商局 2012 年 4 月 2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1024000004402，声明作废。

◆刘尤珍遗失坐落于芷江县芷
江镇凯旋路开发区（原包装厂
宿舍 401 房）的房屋所有权证，
证号：芷房权证买字第 8007 号，
建筑面积：76.82 平方米，房屋
用途：住宅，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爱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2 份，
发票代码 4300172320，号码 03
708202、03708216，声明作废。

◆李瑞坤遗失车牌号湘 ADD088
商业险保单号 ACHSUB1Y1417
B006657R， 由 于 保 单 丢 失 不
作为理赔依据，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琪苏食品店遗失
由长沙市芙蓉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编号：JY143010202615
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欧赛办公用品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天心分局 2013 年 2月 5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43010
360018706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积成建材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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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卫峰，电话 18673122233

注销公告
长沙维帆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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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立成，电话 13755051111

◆欧孝澄遗失湖南司法警官职业
学院学生证，学号 20164043012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果园镇胜园酒家遗失
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
代码：4300163320, 发票号
码：143850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店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分局
2017 年 4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3395211303D，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南丰金属制造有限公司遗
失开户行为中国银行株洲市贺
家土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 J5520002998401，编号:
5510-00803474；遗失机构信
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20200
299840F；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佳帝大酒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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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茂开，电话 13397680789

注销公告
湖南省尚品源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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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顺风，电话 13786149959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计算
机信息管理专业夏剑男毕业证
(证号 128451201306000827)遗
失，声明作废。

◆黎定湘遗失采矿工程师证，
编号：B0810112000000007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一创塑模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
MA4L145959）不慎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杨尧于 2017 年 8 月 12 日
不慎遗失由人事部、 卫生部
颁发的中级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专业为护理学,本人
身份证号码为 430181198311
073320,特此声明作废。

◆辜跃明(身份证号:4301211971
08168833)遗失 2016年 11 月 4 日
缴纳长沙市经济适用房货币补
贴捌万元退款票据,特此声明。

遗失公告
岳阳市岳阳楼区商务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邓坡分公司遗失岳阳
市工商局 2009 年 3 月 18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60000004838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兴达工矿电机车备件厂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湖分局 1999 年 4 月 30 日核发
的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3021000268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华南电机车厂（普通合伙）
遗失湘潭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湖
分局 2005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302000003185，声明作废。

◆朱思涵（父:朱灵敏，母:邓周
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41435，声明作废。

◆梁嘉仁（父亲:梁政母亲:万
静）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0180308，声明作废。

◆本人李善德， 因不慎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二级建造师注册证
书丢失，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证
书编号：00009380， 签发日期
2009年 3 月 16日，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泰博中凯投资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0100730521924T,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炎陵县根华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遗失炎陵县工商局 2017年 5 月
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225M
A4LLPD258，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敏杰金属材料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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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电话 18873100580

寻人启事
任萍,女,西安市周至县竹峪
镇民主村四组人,今年 41 岁。
你的朋友王强在找你 ,看到
请来电:18767787515,谢谢!

遗失声明
茶陵和泰混凝土有限公司遗失
由茶陵县工商局 2016 年 3 月 4
日核发的 91430224557644241A
号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茶陵县大洞芫农民种养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谭平华 15273350512

注销公告
茶陵县寺前湾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经成员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单江艳 13077037847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 9 时在本公司拍卖厅按现状
拍卖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香樟路
460 号德馨园 J 区 8 栋 -106
房、-113 房、107 房三套房产。
建筑面积分别为 118.13 平方
米 、71.74 平方米 、73.54 平方
米。 拍卖保证金每套 20 万元
整。 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止时
间 2017 年 9 月 26 日 9 时止。
详询李经理 15074860124

湖南省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嘉禾县东方之珠网络会所遗失
嘉禾县工商局 2013 年 5月 30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1024000001902，声明作废。

经济·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