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零利润售车将成为豪车销售常态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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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圆梦：靓女 29人缘好温柔
体贴夫年迈无孩离觅了我心愿
男不重你条件 18201948013 亲谈

公 告
北京神州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的湘 CK5121：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 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再次对
你作出《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
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强制执
行催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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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
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9月 16日

遗失声明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遗失坐落于雨花区韶
山路 090号 005栋（现 18 号 00
5 栋）的房屋产权证，权证号
码为 00132019；遗失坐落于雨
花区韶山路 090 号 004 栋（现
18 号 004 栋）的房屋产权证，
权证号码为 00132002；特此声
明以上 2本房屋产权证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大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2 年 10 月 26日核
发注册号为 430111000172220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搬家行业 诚信单位

85594898

赖克清债
现金高价收购债权合法清债
远大路东方芙蓉大厦 2 栋 2221
0731-85868986、15388950662

婚姻
调查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娱 乐 设 备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
人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
200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
便，利率低，代缴工程保证金。
详询：028-68000098

资金雄厚 全国直投

飞龙商务调查
婚姻调查 背景调查
寻人寻址等各项服务
联系电话微信 15616113353

公告 声明

品种齐，酒质优，无门坎，支持
大。 厂家热线：400-876-7719

贵宾尊酒诚招代理

坡子街旺铺招租
火宫殿旁门面，共两层 1000m2

T：85171180，13974853206 李总

招商 促销

便民服务 搬家●

理财 咨询

正宗国营 中华老字号
400-006-1163 www.egtjf.com

北京二锅头散酒坊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最新报牌仪三公 牛牛 金花
字牌 打哈。 独家变牌博士伦
眼镜 麻将程序机 牌技教学

扑克麻将王

无前期费用 ，下卡快
专业办理 13974947366大信用卡办理

最新单人操作适用于斗牛、三
公、金花、三打哈多种玩法，进口
高清博士伦眼镜， 可看清扑克、
麻将、字牌、杯、碗、鱼虾等。 万能
麻将机，随意自摸全自动感应可
上门安装、即教即会。 八一路鸿
飞大厦 808 室 14789718888

扑克麻将牌技1、服装来料加工；护理服 ５0 万
件 １８.5 元/件。 2、木制品类;木
盘底 5 万只 245 元/只;锹把 50
万根 16元/根。 3、毛竹板 800万
片 1.5 元/片。 4、 铸造 8000 元/
吨，冲压件 1.2/片(有预付款)。
电话 0511-85990298白主任
单位:江苏镇江外贸进出口公司

急寻合作伙伴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200 万起贷， 代打各类保
证金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
028-86759888（中融信行）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自有大额资金 ,全国直投
●为个人、私企、各类优质项
目低息、快捷解决资金难题，
须有价值抵、质押物（全国寻
代理）。 详询：023-89009131

重庆豪驰（集团）投资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文艺、文青云、文兆辉、郑柳杨：
本会受理的（2015）长仲字第
554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汇支行与你之间的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 仲裁员名册等有
关材料， 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逾期
即视为送达。 你的选定仲裁员
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5 日、7 日、15 日内。
若你在规定期间内未与申请人
就独任仲裁员人选达成共识，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傅战松担
任本案独任仲裁员， 组成仲裁
庭， 并定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
上午 10:00开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
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孙中意、余丽、熊莉：
本会受理的（2015）长仲字第
551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联汇支行与你之间的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仲裁员名册等有
关材料，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 你的选定仲裁
员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5 日、7 日、15 日
内。 若你在规定期间内未与申
请人就独任仲裁员人选达成共
识， 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蒋太
和担任本案独任仲裁员， 组成
仲裁庭， 并定于 2015 年 12 月
1日上午 9:00开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
财富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周志远、唐立梅：
本会受理的（2015）长仲字第
538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银德支行与你之间的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知书、仲裁员名册等有
关材料，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逾
期即视为送达。 你的选定仲裁
员期限、答辩期、举证期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 5日、7日、15日
内。 若你在规定期间内未与申
请人就独任仲裁员人选达成
共识，本会主任将依法指定傅
战松担任本案独任仲裁员，组
成仲裁庭，并定于 2015 年 12 月 1
日上午 11:00开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
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肖蕴其、袁清华、肖红艳：
本会受理的 2015长仲字第 537
号申请人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德支行与你之间的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 举证通
知书、仲裁员名册等有关材料，
请你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会领取， 逾期即视为
送达。你的选定仲裁员期限、答
辩期、 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 7日、15日、30日内。 申请人
选定黎菊云为本案仲裁员，若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选定仲裁
员， 亦未与申请人就首席仲裁
员人选达成共识， 本会主任将
依法指定黄良玉担任本案首席
仲裁员、吴川贤为本案仲裁员，
三人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上午九时开庭仲
裁。本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
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
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9月11日， 自主高端豪华
品牌红旗进入湖南市场，长沙
红馆正式营业。 而在上周，湖
南第二家保时捷店长沙河西
店也正式营业。在汽车市场不
景气的背景下，豪华品牌却接
连在长沙上演大动作，布局湖
南高端市场。

红旗进入湖南褪去官衣

在上周，红旗展馆进入湖
南，落户最繁华的长沙五一大
道上。“这也是红旗第17个城
市展馆。” 一汽轿车销售有限
公司红旗销售部部长张伟表
示，“非常看好湖南的豪华车
市场，红旗第一批到长沙的车
已经订购完毕。”

在多数人心目中， 红旗车
一直是官车的象征。其实，红旗
已经褪去“官衣”，进入私人豪车
消费领域。数据显示，截至8月私
人市场销售占比保持在66%。张
伟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红旗
H7私人市场比例由2013年的
26%提升到目前的69%。

湖南豪车市场增长10%

两家豪华汽车品牌接连
在长沙开店，是否意味着湖南
的豪华汽车一片蓝海。

从全国的豪华车市场来
看，上半年奥迪、宝马增速仅
为1.9%和3.0%。长沙的豪车市

场要好于全国。湖南力天集团
市场总监黄鹏表示， 长沙市场
宝马销售大约增长10%左右；奥
迪多家经销商表示同比增长在
7%左右； 路虎捷豹增长10%。
与此同时， 超豪华品牌截至目
前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马莎拉
蒂销售100多台， 劳斯莱斯销
售近20台，宾利销售20多台。

“随着豪华车价格的下
探，湖南的二三线城市还有很
大的增长空间。” 从事豪华车
市场销售近十年的销售经理
祝一乐表示。

“零利润”将成销售常态

豪车的销售数字虽然好
看，却暗含着不少经销商的辛
酸。多家豪车品牌的经销商表
示， 目前卖车已经没有利润，
个别车型处于亏本卖。

从市场上的优惠来看，经
销商的话有可信度。奥迪A6L
优惠15万元、 宝马7系优惠30
万元、Q3优惠10万元……很
多豪华车型直接8折。

其实， 近两年德系三强品
牌的大幅度优惠已成为一种常
态，只不过今年更明显，优惠幅
度也更大。在整体车市不好的背
景下， 各豪华品牌为了维持市
场份额，售车的利润越来越薄，
有的已经为零， 主要靠售后来
维持利润，“零利润” 将成豪车
销售的一种常态。■记者 杨刚

日前，众泰汽车发布了S系列首款SUV��S21，被车友戏称“众
泰版Q3”。据悉，新车将搭载1.5T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5速手动或
无级变速器。 ■记者 杨刚

“众泰版Q3”面市

日前， 北京现代全新途胜
在成都正式上市。 新车共有8款
车型， 搭载1.6T+7DCT和2.0
GDI+6MT/AT两套动力系统，
售价15.99万元-23.99万元。

新车采用全新平台打造，
定位介于全新胜达和ix35之
间，拥有出色的外观设计和卓
绝的动力操控性能。 外观方
面，全新途胜沿袭了现代汽车
流体雕塑2.0的设计理念，整
车外观硬朗、动感、霸气，具个

性特征。新车动力组合是同级
车中独有，百公里加速时间达
到8.7秒，有同级车中最好的性
能表现。同时燃油经济性也更
出色， 配合ISG自动启停系统
的 应 用 ， 综 合 油 耗 仅
6.9L/100km， 为同级别中最
低。全新途胜不仅搭载了多项
智能科技配置， 还是目前国产
车型中首款搭载百度CarLife
车载互联系统的车型。

■记者 郭钰

北京现代全新途胜上市

东风风神慰问抗战老兵
9月10日， 在长沙慈善会和湖

南老兵之家的支持下， 东风风神开
启了一场慰问湖南抗战老兵的公益
行动。本次活动主办方驾驶AX7历
时5天，穿越浏阳、宁乡、芷江等地，
为抗战老兵送去一份祝福， 同时检
验了东风风神的军工品质。

■记者 杨刚

9月12日，1.4T锋驭试驾会在
长沙松雅湖拉开序幕。 全新1.4T锋
驭包括三种级别六款车型，13.68万
元-16.48万元的全系售价也十分诱
人， 实测油耗更是低至6个左右。在
低速变线时， 新车略微偏沉的转向
很好地体现了一定的精准性， 转向
旷量也不大，而在高速行进时，整体
转向还是比较扎实。

■记者 杨刚

1.4T锋驭动力澎湃

试驾菲亚特超值家轿
日前，广汽菲亚特在长沙为大

家带来了一场颇具意式风情的试驾
活动。记者对菲翔和致悦进行了深度
试驾。整个试驾过程中，菲亚特菲翔
和致悦的诚意让人心动， 多项厚道
的大牌配置，无愧于其“10万级别
家轿超值王”的称号。 ■记者 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