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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新鲜事 |“国民老公” 宋仲基这次盯上了鲜橙多
2016年，谁是新晋国名老公？ 脑海中浮

现的无疑是宋仲基。 凭借《太阳的后裔》剧
中一角，真真是迷倒了千万女性。

不懂保鲜的“小鲜肉”不是好代言！ 近
日， 国民老公正式宣布代言统一企业旗下
「鲜橙多」 品牌， 并将担任统一鲜橙多的
“首席漂亮官” 。 鲜橙多致力于以“新奇多
样，精彩漂亮的橙体验” 为品牌核心价值，
不断挖掘当下年轻受众心理， 向更年轻化

迈进。 此次邀请宋仲基代言便是如此，意在
倡导更多年轻人享受漂亮生活!

统一鲜橙多作为国内橙汁饮品的领导
品牌，无论是邀请宋仲基作为代言人，还是
顺应潮流趋势优化 LOGO设计， 以及推陈
出新，在产品战略布局上的大力投入。 全部
基于为消费者带来更加不一样的橙体验，
希望通过体验变化，探索变化的过程，打造
一个更具新生力的品牌。

东风日产“怒放年青 寻找未知” 校园分享会
在复旦开讲

5月 13日，东风日产“寻找未知的自己
第二季”活动走进复旦大学。

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副总部长陈
昊、著名导演滕华涛等重量级嘉宾，围绕年
轻人关心的“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
平衡”这一话题，与青年学子展开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现场对话。

作为寻找未知系列校园分享会的第二
站， 复旦大学分享会延续了北大分享会的

火爆， 现场数百位青年学子就自己所关注
的理想和现实的话题， 与现场嘉宾进行了
开放又激烈的探讨和分享。

“我们希望为年轻群体提供展示和实
现梦想的舞台， 让社会和世界看到中国年
轻人的责任、担当和梦想。 这一系列的高校
分享会让我们充分感受到青年学子们开放
活跃的思维，以及他们对于理想、价值和未
来等话题的关注。 ” 陈昊表示。

极智高效 东风标致 308S打造品质之选
东风标致 308S一直以来都给众多车友留下

“精致”“有格调” 的印象，其前卫的外观，精致的
内饰以及 “T+STT” 的高效动力和贴心实用的极

“智”安全都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关注。 近期，东风
标致 308S又再推出多重优惠，以看得见的实惠和
绝对的产品力带给消费者更加惬意的购车体验。

作为“精致格调两厢车” ，东风标致 308S以
独特的产品力为“品质控” 们带来极具格调的驾
驭体验。308S的 i-Cockpit唯我座舱迎合当前消费
者对于精致格调的产品诉求， 以极简设计理念为
主导，配合 Driver-Centric 倾斜式中控，让驾驶者
尽享驾驶乐趣。 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 308S配备
的全新一代的多媒体导航产品———9.7 吋触控屏
幕。 该触控屏幕将行车电脑、娱乐、空调、蓝牙、软
件升级等众多功能齐集一身， 同时最大程度的简
化了整个中控的布局，使控制区一目了然，只需动
几下手指，所需服务就可得到开启或关闭。

东风标致 308S上市至今，相继推出了 3个排
量共 7款车型，全系车型均享有购置税减半政策，
其中 1.2T及 1.6T车型还额外享有节能惠民补贴政
策。 而近日，东风标致 308S在原有购车优惠基础

上又再推
出新的贷
款优惠政
策， 将购
车性价比
再 次 提
升： 现在
购车便可
立享 3.08
万元起的超低首付，0购置税 0利息 0手续费的
超值贷款优惠政策，可谓是真正的“诚意之选” ，
为广大爱车者提供最大购车帮助。

不仅如此， 在 4月 25日至 7月 1日期间，东
风标致 308S 在全国 46 个城市 190 家东风标致
4S店开展 72小时品质体验活动， 让品质魅力席
卷全国。凡是到店参与东风标致 308S试驾活动的
用户， 均可获得免费一嗨租车券 （1日券或 3日
券）， 并可在获得租车券后的 1—3天内登陆一嗨
租车官网进行预约租车，后到相关门店提车即可。
面对“主宰自我的品质控” 们，想要一辆“精致格
调两厢车” ，不亲自体验怎么过瘾！

遗失声明
宁乡白马桥南都大酒店遗失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1
24196702266174。 遗失税控发
票 200 份，发票代码:243001370
398，发票号码:21806201-21806
4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丘比特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4 年 5 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为：430111000038137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岳阳市君山区天富养牛专业合
作社遗失如下证件副本：工商
营业执照，证号 430611NA000
203X，国税登记证号 4306110
96603323，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09660332一 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天沐坤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议决议注销，为保护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荷
花园街道东方之珠商住大厦栋
1203房。 联系人:张爱霞
电话：17708458891

注销公告
长沙市博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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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长沙市开福区红商建材
市场 8栋 204房。
联系人：刘清，电话 15200900078

注销公告
岳阳市绿雅轩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经股东决议注销，请债
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雪辉 电话 :17711608060

公告声明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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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失声明
湖南天济草堂制药有限公司遗
失株洲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朱
亭信用社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 J55210001414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尚希酒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债权人自本
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之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庆军，电话：15873132282

遗失声明
湖南宏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116962069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潭科技企业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
麓分局 2008年 5 月 13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2-1）S，注
册 号 ：430104000005784； 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代码：
71704670-0；遗失国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4301047170
467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岳阳楼区盖源大药房遗
失中国工商银行岳阳德胜路支
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5570
001201201,编号:5510-005618
71;机构信用代码证 ,代码:G9
943060200120120Z,声明作废。

记者19日从国家发展改革
委了解到，针对通用航空“上天
难、落地难”问题，我国将重点
加快推进通用机场建设和扩大
低空空域开放。

解决无人机等“上天难”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
指导意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基
础产业司副司长任虹说， 一方
面， 我国将根据不同的通用航
空需求，合理布局，分类推进通
用机场建设， 加快解决“落地
难”问题。另一方面，加快推进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 方便轻型
飞机、直升机、运动飞行器、无
人机等通用航空器快捷机动飞
行，解决“上天难”问题。

通用航空业是以通用航空
飞行活动为核心， 涵盖通用航
空器研发制造、市场运营、综合
保障以及延伸服务等全产业链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系。

经济规模将超过1万亿元

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
500个以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
器达到5000架以上， 年飞行量
200万小时以上，发展形成一批
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通用航空企
业，国产通用航空器在通用航空
机队中的比例明显提高。通用航
空业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

截至2015年底， 我国通用
机场超过300个，通用航空企业
281家， 在册通用航空器1874
架，2015年飞行量达73.2万小
时。 但我国通用航空业规模仍
然较小， 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
后， 低空空域管理改革进展缓
慢， 航空器自主研发制造能力
不足，通用航空运营服务薄弱，
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新兴航空服
务需求仍有较大差距。

■据新华社

针对网址导航网站在
网站推荐和内容管理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 国家网信
办从即日起在全国开展网
址导航网站专项治理。

据了解， 本次专项治
理要求各网址导航网站自
觉抵制网络谣言、 网络诈
骗、网络色情、网络暴力，
不给任何非法网站提供导
航， 不为任何违法和不良
信息提供传播平台， 不得

发布涉及淫秽、色情、暴力
等违法违规有害信息。

根据国家网信办要
求， 网址导航网站要规范
导航页面推荐网站入口，
改变推荐网站“唯竞价排
名”“唯点击量排名” 的顽
疾。通过转载、聚合等形式
从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的网址导航网站， 要纳入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
理。 ■据新华社

北京警方19日中午针对雷
洋案发布消息称， 将坚决依纪
依法办理。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北京”19日中午发布消息
称， 北京市公安局对雷洋案高
度重视， 事发后立即责成昌平
分局及时通报检察机关， 并积
极配合开展调查工作， 相关人
员接受调查。

北京警方表示， 公安机关

坚决尊重事实、尊重法律，坚决
依纪依法处理，决不护短。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
博“北京检察”19日上午发布消
息称， 对于雷某家属提出的对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办理雷
某涉嫌嫖娼的相关警察、 辅警
的刑事报案， 该院已依法将报
案材料移送昌平区人民检察院
审查处理。

■据新华社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8日公布
的4月份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绝
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美国经
济在二季度反弹， 劳动力市场继续
改善， 通胀率逐步向2%的目标靠
近，在6月份加息是合适的。

会议纪要显示，在4月份的货币
政策例会上， 多数美联储官员认为
一季度经济增速放缓是暂时的，未
来几个季度经济增长将会提速，市
场低估了美联储在6月加息的可能
性。 ■据新华社

我国将扩大低空空域开放
到2020年，建成500个以上通用机场，通用航空器达到5000架以上

北京警方：对雷洋案“决不护短”
已责成昌平分局配合调查

国家网信办整治网址导航网站
改变推荐网站“唯竞价排名”顽疾

5月19日，第十九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科博会）在北京开幕，“玉兔号”月球车、蛟龙号载人
潜水器等一批我国自主科技创新成果，以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领域的众多新技术、新发明在展览中亮
相。图为参观者被“巴铁”模型吸引。“巴铁”是一种依靠电力驱动的大运量宽体高架电车，将城市快速公交与
地铁融为一体。 新华社 图

科博会上“秀”科技

美联储释放6月
可能加息的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