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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科技：
举办产品推荐会

帮车主拿到赛车执照——

MG 名爵驾控营郑州开营

□记者 解元利

□记者 史歌
12 月 23 日，TrophyLeague 名爵
驾控营空降郑州，给中原地区消费者
带福利来了！只要你购买“最性能座
驾”全新名爵 6，就有机会拥有平民轿
跑梦，更由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五连
冠”冠军车手王睿领衔带教，分分钟
Get 到 G 级赛车驾照。
传承 MG 名爵百年国际品牌的性
能基因，全新名爵 6 以“6 秒级动力总
成、36 米级制动系统”、全系标配的
XDS 弯 道 动 态 控 制 系 统、最 新 一 代
ESC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带来直线加
速、极限制动与弯道狂飙。从郑州出
发，全新名爵 6 以“爵不将就”的心跳
驾 乘 ，开 启 SafetyFast 爵 逐 中 原 之
旅，让年轻消费者一同晋升“当红主
爵”。
上市不足 1 月，全新名爵 6 即创下
大额订金订单 10000+的纪录，为车主
缔造 AlwaysYoung 的驾乘生活。为
了给车主更进一步的超值福利和性能
体验，伴随全新名爵 6 的全国热销，

TrophyLeague 名爵驾控营开营，名
爵驾控营郑州站由 CRC 中国汽车拉
力锦标赛连续 5 年年度冠军、WRC 世
界汽车拉力锦标赛澳大利亚站 N 组冠
军、CTCC 中国房车锦标赛冠军车手
王睿领衔的十位职业车手，对车主“一
对一带教”，与全新名爵 6 携手开启
SafetyFast 的竞速之旅。
包括紧急制动、弯道操控、赛道跟
随、全赛道练习等国际级赛车培训项
目在内，名爵车主在国际赛车场上，展
开了针对性的分项训练。职业教练全

程“实时监控开车”，手把手诊断驾驶
过程中不易发现的小毛病、个性化定
制改进意见，帮助车主精准提升驾车
技能，现场向中汽联颁发的 G 级赛车
驾照发起挑战。
驾控营现场，不只是新车主尽情
嗨，名爵准车主也加入到了全新名爵
6 的赛道魅力当中，在职业赛道深度
感受“非一般”的驾乘体验。全新名爵
6 交车也同步启动，爵逐中原，让“全
技能武装”的名爵车主正式晋升“当红
主爵”，
性能驾乘 ReadyGo！

北汽昌河：A6、Q7 中区品鉴
□记者 史歌
12 月 21 日，北汽昌河邀请到中区
四省的主流媒体齐聚河南郑州，针对
北汽昌河 2018 年一季度即将上市的
A6 和 Q7 进行深度品鉴。
全 新 轿 车 北 汽 昌 河 A6 和 全 新
A+级 SUV 北汽昌河 Q7 的亮相，标志
着北汽昌河向高端乘用化转型迈进。
这两款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将自然界的
韵律之美融入其中，车身线条如行云
流水，内饰做工独具匠心。在智能互
联方面，北汽昌河 A6 拥有低速动态物
体识别系统、盲区监测系统、车道偏离

分类
广告

警示系统、360°3D 全息影像、配备百
度 CarLife 手机互联和科大讯飞定制
的语音控制系统等，对比 A 级轿车市
场的两款标杆型产品——英朗和朗
逸，都具有明显的优势。北汽昌河 Q7
则更是主打智能：10 英寸中控大屏，
高清双模导航、在线语音识别、语言控
制车辆、在线娱乐、社交等功能，极大
地改变了人与车之间的关系，让汽车
不再只是驾驶工具，更是生活助手。
今 年 ，北 汽 昌 河 连 续 推 出 瞄 准
80、90 后消费群体的 SUV 产品 Q25、
Q35，开启了乘用车走年轻化发展的
道路；同时，昌河 M50、M70 的上市完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公告
注销公告

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 13939065554

河南省互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
01005583409874）经股东会

决定，即日起解散公司，本公
司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通知

声明

善了高端家、商两用 MPV 产品谱系，
并以 51%的销量贡献率实现了北汽昌
河商乘并举的良好局面。此外，北汽
昌河还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项目，结
合国内新能源多样化需求，充分利用
北汽集团纯电动车的技术优势，积极
开展与其他公司的合作，已进行全面
推广的新能源产品北斗星 E、北斗星
X5E 分别推出了乘用版和物流版，主
打不同的细分市场，不断提高产值规
模。这些产品的成功代表了北汽昌河
已出色完成了产品结构调整，实现了
SUV、MPV、轿车、新能源车各大类别
全面覆盖。

肚经七路店丢失通用定额发

证机关将予以补发。

●郑州市国隆食品有限公司豫

01630172 号码：93641351 至

此声明作废。如无异议，发

●谢重新，2005 年 9 月 21 日购
买新郑始祖山塔陵园佛光宝

座第 13 排 8 号、9 号两个，龙凤
福座第 9 排 6 号。周文玫，20

05 年 10 月 24 日购买碧水山庄
第 3 排 42 号，以上 4 个墓地的
公墓安葬证和购置合同均已
丢失，声明作废。
●新乡市东易日盛商贸有限

2200108，声明作废。

●河南俱进实业有限公司第三

000019722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新乡市平原影剧院纳税人识

的，自本公司此公告发布之

日起 45 日内，到本公司清算

证号：410104584395623 发

●何成阳（现名）
2011 年 8 月 3 日
在伊川县计划
生育指导站门
口，用红色毛
毯包裹，体质虚弱，望家人
见后速与本人联系。
何先生：
13653862438

别号 9141070017291700X8 增

票领购本不慎丢失，
特此声明。 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41001623
●郑州市郑东新区豪爽来中西 20 已开具发票号 02202487 遗
餐厅营业执照副本 41010160

失特此声明

●河南省封丘县金鹿养殖场税

职资格证书遗失，证书编号：

务登记证正本号 4107270742
26790 丢失声明作废

●王喜将测绘专业工程师任

C19101120900014，声明作废。
●郑州市管城区飞翔日用品商

●陈爱国执业药师证编号 zz00 行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410104
240031 中药学丢失声明作废 600775470 特此声明
●王雨房屋所有权证遗失，产

●郑州市郑东新区东洋广告材

明，如无异议，发证机关将予

410325196308020014，特此

权证号：
1101022618 特此声
以补发。

12 月 21 日上午，武汉斑马快跑科技有限公司郑
州分公司“斑马车就是网约车”媒体见面会在郑州举
行。斑马快跑郑州分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取得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即“网约车牌照”，斑
马车在郑州实现合法运营。
斑马快跑郑州分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斑马快跑网
约车又一次市场战略征程的起跑，斑马快跑郑州分公
司属于总部分公司的战略规划，标志着斑马快跑在全
国区域市场战略的进一步加快。斑马快跑 APP 通过
多维立体设计，综合了巴士、专车、顺风车、城际约车、
海外用车，为乘客提供最优出行方案，是一款综合所
有车辆服务的互联网约车产品，同时斑马快跑具有强
大的核心优势：让用户尖叫的服务、超强的市场扩张
能力、推广运作能力、超高的车身斑马纹辨识度、特殊
的手机 APP
“摇一摇”叫车功能，这几大核心优势将助
力斑马快跑更进一步地进军全国区域市场和海外市
场。

证号 2012141020090151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
●河南建筑职业技术学院高 记证正副本，代码证正副本
小龙学生证丢失，学号 20171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0095122 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记者 祁驿 实习生 田浩

45 号房屋所有权证遗失，特

●河南卡宝奇钻石有限公司 分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不慎
营业执照正副本证号：410700 丢失，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斑马快跑网约车
郑州分公司成立

●胡柳鑫郑产权编号04010402 ●高小梦的护士资格证不慎遗失， ●郑州市金水区杨翔豆皮涮牛

之日起 30 内，未接到通知书

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12 月 24 日，河南中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郑
州召开了“中原绿色出行·产品推荐暨招商会”。活
动现场，中岳环保科技针对旗下新能源产品性能做
了试验：腐蚀试验、燃烧试验以及清洁试验等，实验
过程中产品所展现出的出色性能引来了现场用户
的阵阵掌声。
截止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3.04 亿
辆，全国有 49 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 100 万辆，23
个城市超 200 万辆，汽车尾气已成为许多大城市空气
的主要污染源。在当前绿色环保节能的大趋势下，河
南中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决定全力进军高新环保科
技领域，打造生态系统，推动新能源产业在河南地区
的快速发展。据平台发起人侯中岳介绍，河南中岳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新起点、高起步的高新环保科
技技术公司，旗下产品尾气清洁剂具有增强动力、降
低油耗、清除积碳、节能减排和实用广泛五大功效。

特此声明。

A7Z63S 道路运输证丢失，证号

（豫交运管郑字 41010300
5638 号）声明丢失。

分类
广告

票存根联，发票代码 202410
93643350 声明作废

●建设路碧沙岗北门 252 平旺
铺招租，有意联系 18639017
800，15515683211

人才资讯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招聘

分类
广告

咨询代理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料商行遗失税务登记证副本
声明作废

工商咨询

会信用代码 91410100330108
970N，特此声明

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声明作废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分类
广告

司营业执照副本丢失，统一社

●新乡市金益明商贸有限公司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河南翱翔货物运输有限公

●代办公司 18539578966

●本公司有流转土地一千多亩

现对外寻租、农机具齐全，
租期
30 年，土地位于荥阳高村乡下

高速口附近。13213113069 张

求购求租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校区优先。18838182890

家教
●阳光名师家教66992211

●快办公司和资质15517559996

法律与咨询
●快办各类88883129疑难法律
●法律疑难咨询177199935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