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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车中大奖”招商火爆
多品牌厂商已进入争夺战

“我们早已启动了本届湖南
车展的准备工作， 第一步便是全
力以赴争取在车展活动冠名上拔
得头筹。”广汽传祺厂家相关负责
人介绍，作为自主品牌，广汽传祺
在去年取得了很不错的销售成
绩， 其中湖南也是重要的市场之
一。这次冠名，也正是为了进一步
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及汽车销量。

问起为何要冠名此次的“看

车中大奖”活动，广汽传祺长坤店
市场部经理何丹回答说：“我们看
中了举办方活动产生的连锁宣
传效应，才力争要拿下这个冠名
权。”她表示，一方面，活动是在
车展期间进行的， 关注度高；另
一方面， 活动当中互动人群广
泛，宣传效果比平时广告宣传更
好，所以，不论是广汽传祺厂家
还是广汽商贸集团，都希望能抓
住此次机会，让汽车消费者们通
过活动，更深入了解广汽传祺汽
车品牌。

记者从车展招商部了解到，
就在上周末， 东风风行汽车的大
区市场经理与本地4S店的总经
理相邀一起驱车赶往湖南车展组
委会办公室， 目的就是洽谈冠名
“看车中大奖”活动。“专程一起赶
来，就是为了不失先机。”

目前，像广汽传祺、东风风行
一样， 正在与组委会接洽要来冠
名车展活动的厂家和经销商还有
很多家。 组委会主管招商的秘书
长告诉记者， 今年车展活动招商
空前火爆， 大家都争相抢着要来

冠名。 一方面是湖南车展多个活
动已被打造成招牌项目， 其知名
度、 传播性都与日俱增； 另一方
面，今年车展恰逢十周年，在组委
会精心策划和安排下， 车展活动
有了进一步升级。 有些活动概念
新颖， 将大大增强与汽车消费者
的互动性。因此，活动对冠名厂商
的品牌形象和主力车型的传播
力，也会有质的提升。

车展五大活动将缤纷上演
超值回报将助你成明星

2017湖南车展组委会精心
策划的五大精彩主题活动将缤纷
上演。“最美车生活” 摄影大赛将
集结广大摄影爱好者及专业摄影
人士在车展现场拍摄。试想一下，
在成千上万的镜头之下，香车、靓
模汇聚一堂， 是何等别具一格的
景象！ 如果你的品牌与这些美丽
的画面联系在一起， 必将勾起消
费者产生美好的联想， 让你的品
牌根植于众多消费者心中。

从2008年到2017年，湖南车
展“看车中大奖”年年成热点，更
是几十万观众最关注的焦点，活
动已深深印在每位观众的心底。
每年“看车中大奖”的赞助车型，
都成了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

热点，这样的机会，失去了就真的
太可惜啦!

“车展宝贝·十年见证”活动，
是为车展十周年而打出的“亲子
牌”。通过大规模投票评选出来的
人气宝贝，可为你的品牌代言。宝
贝勋章将植入冠名商品牌logo，
既具收藏价值， 又可增强品牌美
誉度。届时，通过车展全媒体阵营
的整合传播， 必将在全省发起湖
南车展小天使甄选活动的暖心话
题，实现冠名商口碑的广泛传播，
带动品牌展厅人气和销量。

为纪念湖南车展十周年而特
别发行的邮票， 承载着湖南车展
十年历史与文化。“车展十年·相
伴邮礼”活动，将让你的品牌与车
展十周年纪念邮票一起珍藏。活
动将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
联合传播， 能有效促进你的品牌
传播和产品销售。

湖南车展9年赢得了17万现
场成交车主，“17万车主·17回娘
家”活动，就是通过车主晒购车发
票赢大奖的方式， 彰显湖南车展
“能卖车”的特质。活动将吸引往
届车主再次去车展进行换购升
级，还能通过活动形象广告、朋友
圈分享海报及排行榜， 从品牌传
播到实际销售， 双向实证赞助商
的实力。 ■记者 胡锐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崔丽彦遗失阳光壹佰（湖
南）置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
16 年 5 月 31 日开具的往来结算
统一收据，票号 0005733，金
额：8932 元，特此声明作废。

◆陈瀚遗失中南工业大学毕业证
书，证号:9407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迪森机电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天心区国家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
301035722418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学亿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信 用 代 码 91430102685022682
Y）遗失税控 IC 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中心支公司以下单证遗失，
声明作废。 内置标志：160072
5981—1600726000，交强险保
单： 1600527811—1600527830，
商业险保单：1500344390—15
00344409，交强险保单：140040
3701—1400403730，内置标志：
1600723758—1600723800，交
强险保单：1600413401—160
0413410，强制险批单：140004
4267—1400044270，交强险保
单：1501066160—1501066175，
商业险批单：1400079425—14
00079430，商业险保单：15003
44420—1500344459，商业险批
单：1500017996—1500018000，
内置标志：1600386399—1600
386400，商业险批单：1500018
087—1500018090，内置标志：
1600723972—1600724000，商
业险保单：1500344607—1500
344609，强制险批单：1400041
428—1400041440，交强险保
单：1600523267—1600523300，
内置标志：1600375051—1600
375070，商业险保单：1500201
949—1500201968，交强险保
单：1600523329—1600523348，
商业险批单： 1400079439—14
00079440。

遗失声明
张家界恒康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质量技
术监督局 2014年 1 月 20 日核
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
码：09088294-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淞北市场一期四楼 12号
遗失株洲市芦淞区国税局核发
的国税证正、副本，税号：43
06241984111530290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力盟轮胎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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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国阳，电话:18229800191

遗失声明
长沙市格韵服饰有限公司遗失
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分
局 2016 年 3 月 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352826332G，声明作废。

◆胡蓉遗失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园林自考本科毕业证书，编码：
654391141010168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桂东县沤江镇国通通讯科技店
遗失桂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5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证号 431027600061557,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柒茶阁茶行遗失由宁乡
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8 月
1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430124600311405，
声明作废。

◆李晓霞遗失税收缴款书（税务
收现专用）发票第一联，发票
号码：湘地现 05436133，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佳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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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徐辉，电话：15211036808

注销公告
长沙荣昊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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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海，电话 13787781595

注销公告
湖南创世纪投资管理咨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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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曹佳，电话 13508493051

遗失声明
湖南鸿云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雨花分局 2016 年 8 月 3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为 ：9143011159940
6540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预制构件制造有限公司
遗失由湘潭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于 2010 年 6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300000
039559；特此声明作废。

◆潘泰来遗失 430100200087号道
路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宁龙建材有限公司宋旭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6年 11 月 15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为：91430
100074964830A，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鸿晟中南装饰设计工程有
限公司遗失岳阳市税务局 2015
年 2 月 4 日核发的地税登记证
正本，证号 430602329399782；
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6000000
87054，声明作废。

如果你是上班族，想兼职创业；
如果你是老板 ，想转行 .想增
加项目 .如果你是宝妈 ，想自
立 ，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如
果你真的想改变！ 带你了解当
下很火的项目.请拨 13218889099

招 商

遗失声明
湖南纵天电气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湖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
张（第二联），发票代码 4300
133140，号码 00803589，声明作废。

◆南华大学王婷报到证 2012
10555201627，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块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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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长新，电话 17775756048

遗失声明
长沙郁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已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代码 4300163320，号码
036940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豪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 2015 年 5 月 13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1100023962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澜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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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
人:张辰曦，电话:18613965222

遗失声明
长沙梦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增值税普
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001
51320号码 0186916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攸县爱心大药房遗失攸县国家
税务局 2013 年 9 月 12 日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
22319701219725901，声明作废。

◆徐准遗失湖南体育职业学院体
育教育专业毕业证，编号：1242
3120100600043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减一楼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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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韭菜
园街道五一大道 249 号湘域中央
花苑 3 号栋 1002 房 ,联系人 :刘源
电话 15575888848。

注销公告
湖南博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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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电话 18570396888。

注销公告
株洲垚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何小根，电话 15000271798

注销公告
长沙兴前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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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贵，电话 13808471151

注销公告
湖南景道农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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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龚庆维，电话 17775862167

注销公告
长沙美时美刻饰品贸易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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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姗，电话 17708462121

遗失声明
长沙市鑫天机械化施工有限公
司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2 月 3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 430121000042
732（2-1）S；遗失地税税务登
记证副本，税号 43012156
76600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鑫天鸿交通设施工程有限
公司遗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10 月 20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121MA4L6
Y6Y5L，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冒炮儿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 票 代 码 4300171320， 发 票
号码 0381348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被盗一份公司内部工程
项目承包合同书，编号（2016）
第 002号，现声明作废。
湖南湘灵医疗净化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桂东县城关镇唯美建材商行遗
失桂东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0
年 10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10276000294
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整顿铁路治安办公室遗
失 36 份直接缴款单本(湘财通
字 2014)，号码段:159240845
-159240860，158655201-15
8655220，票据购领证号码:
005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慈利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服务
中心遗失慈利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6 年 4 月 19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430821768044596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梅山中草药文化研究
会遗失湖南省娄底市冷水江市
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2年 7 月 5
日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代
码 59941167-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朋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430102000170543）遗
失公章、财务章各一枚，遗失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
局 2013 年 3 月 5 日核发的税务
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0206
011488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利安达工程造价咨询有限
公司遗失原预留中国银行长沙
市袁家岭支行 606757349678
账号全套银行印鉴章和印鉴卡，
特声明作废。

投资重点：房地产、矿业、新
能源、农牧林、企业扩建，种
养殖业等。 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高薪诚招驻地商务代表）
18709849585秦经理
邮箱：3394595800@qq.com

安徽久昌投资

公告声明

广告信息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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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行按不超过 13个字计）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招司机搬运工

大额资金直投：房地产、矿业、
新能源、农牧业、在建工程等
项目的企业，高薪聘商务代表
15212448682王经理

安徽亿通投资

2017湖南车展招商启动，广汽传祺、东风风行等多家厂商竞相申请冠名

车展活动冠名争夺战火爆上演
5月10日至14日， 备受汽

车厂商和车迷们期待的2017
湖南车展将在湖南国际会展中
心盛大举行。 组委会精心策划
了车展五大精彩活动， 好戏尚
未开锣， 各大汽车品牌厂商已
闻风而动，抢位大战悄然打响。

“车展活动招商刚启动，就
已有广汽传祺、 东风风行等厂
商竞相前来申请冠名。”3月13
日， 湖南车展招商部负责人告
诉记者，今年车展恰逢十周年，
车展活动进一步升级， 招商空
前火爆， 各大汽车品牌纷纷前
来要求冠名。

湖南车展上的“豪门”兰博基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