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阳圣驰猎豹 CS 家族

购车团购大惠战
你购物，我买单！ 11 月 10 日至 12 日，猎

豹汽车南阳圣驰店开启促销模式，我们没有
那么多复杂的规则，我们也从不玩套路。 只
要你参加任意活动， 就能满足你所有购物
欲。 超低价格购车，最高优惠 16800 元。

2017 年的余额已不足，您的购车小目标
今年实现了没？ 如果还在观望，那请你来猎
豹汽车南阳圣弛店，趁着 2017 年还没溜走，
赶紧来抓购置税优惠的尾巴吧。

2017 年 11 月，购置税减半计划等你来。
第一重巨惠：减半行动。 CS10、CS9 全系

车型，购置税劲省 50%，至高立减 6000 元，
实实在在的优惠，买到就是赚到。

第二重巨惠：免息计划，低首付 0 利息。
猎豹 CS10 乐享低首付、18 期免息贷款，提前
把爱车“贷”回家，为你开启轻奢风尚生活；
猎豹 CS9 享 18 期免息、24 期或 36 期贴息贷
款优惠，至高贴息 5000 元，贷款期限和贷款
金额任君自由选择。

第三重巨惠：两套金融方案，低首低供
“贷”走爱车。“只要 7680 元，CS9 开走吧”，
购猎豹 CS9，首付仅需 7680 元，月供低，租期
长， 租期结束选择多；“仅需 8888 元，CS9 轻
松贷回家”，购猎豹 CS9，首付低至 8888 元。

详询：南阳圣驰猎豹 4S 店
信臣路店：信臣路与南都路东北角
电话：63382999
北京路店：北京路世纪星假日酒店北路西
电话：60366788 （陈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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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三菱南阳宏菱店 线上线下一起狂欢

全新劲炫限时半价秒杀

北京现代百城万人购车狂欢节

“双十一”订车 订金十倍增值
又是一年剁手时，你

的购车计划完成了吗？是
不是早已蠢蠢欲动了？北
京现代百城万人购车狂
欢节 11 月 11 日开启，这
里没有套路，满满的都是
真诚。

11 月 11 日， 活动现
场价格公开透明， 现场购
车尊享巨惠， 现场礼品送

完为止。 11 月 11 日，疯狂
起来吧， 到北京现代时代
宏图 4S 店， 疯抢到底，尽
享不一样的税末狂欢节。

【好礼一】 活动期间，
认筹 111 元可抵 1111 元，
送精美礼品一份。 订金十
倍增值，绝对给力。

【好礼二】 认筹客户，
活动当天进店再领签到礼

一份。
【好礼三】 活动当天，

前 5 名订车客户再迎开光
金财神一尊。

【 好 礼 四 】 活动当
天，订单满 20 元抽奖，订
车循环抽奖，订车越早抽
奖次数越多。

还有更多好礼等你来
拿。 我们不玩套路， 满满

的都是真诚。
临近年底，购车人多，

来北京现代厂家购车节买
车资源足、提车快。

详询： 南阳时代宏图
4S 店

地址： 仲景北路车管
所南隔墙

购车预约：60875888
（陈卓）

“双十一”又到了！ 广
汽三菱南阳宏菱店， 线上
线下一起狂欢（天猫电商
活动和店内活动优惠可同
享）。“双十一”预售专线：
0377-60663030。

2018 款欧蓝德特价
20.18 万，最高优惠 2.3 万
元。广汽三菱欧蓝德，真正
具有越野精神与能力的城
市 SUV。它优雅迷人，却生
而狂野， 凭借专业级高性
能无惧各种挑战。 20万元
内，2.4L 四驱，7 座超大空
间，让你以超值价格，尊享
超越同级的性能表现。

2018 款 劲 炫 特 价
15.98 万，最高优惠 2.7 万
元。 全新劲炫，承袭家族
化设计 X 形护盾面孔，内
饰质感提升，动力优势依
旧野性不移。 该车采用三
菱原装进口的发动机、变
速器，专业的 SUV 底盘将
继续搭载在全新劲炫上。

17 寸抛光雪花造型轮圈，
给你带来酷炫时尚的运
动之风， 银色车顶行李
架，让你出行更方便。

“双十一” 特价车型，
全新劲炫限时半价秒杀，
秒杀价：70900 元。

购车享 5 重礼：
一重礼： 购车即享

500 元加油卡。
二重礼：11 月 3 日至

11 日智能 POS 全款购车
加送 800 元加油卡。

三重礼： 置换购车最
高享 10000 元补贴（限牌
城市）。

四重礼：5 年 15 次免
费换机油/常规保养。

五重礼： 线下购车尊
享 2 年 0 利率。

另， 预约试驾， 可享
50 元猫超券；幸运大转盘
分享赢华为 mate10 手机、
扫地机器人等。

详询：仲景北路·三菱

宏菱旗舰店
特 惠 热 线 ：0377 -

60663030

地址： 南阳市仲景北
路车管所南 200 米路西

（陈卓）

国内优秀生活用纸品牌清风新品上市， 现面向
南阳地区招募分销合作商、商超流通二批代理商等。
一线品牌，厂家直营，与一线品牌携手，共赢市场。

联系电话：15672766999

商客户快递，仓储综合服务。
与顺丰、 申通、安能等品牌快递总部合作，超高

性价比、 快递费最低 元/单， 每日 5 万单轻松搞
定！ 为实力电商客户提供免费办公室及仓储打包、上
门取货等服务。 合作热线：15672766999

发快递 选御航

●因公司财务人员保管不善， 不慎将南阳诸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开户许可证
丢失，开户日期为 2017年 5月 22日，许可证编号：J5130005117801，特登报声明。 ●
南阳市佰盛物资有限公司 ，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证号 ： 豫国税宛龙字
411303788090709 号）丢失，声明作废。 ●杨继州（41292219731212297X）于南阳市金
苑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的商品房收据编号（0277142）原件遗失，特此声明。●南阳凤
鸣禽业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1302MA3X6H861U）丢失，
声明作废。●刘冰，于 2017年 11月 1日，遗失郑州市荥阳晖达御景园维修基金发票
（票号 00126298）一张，发票金额为 10713 元，特声明作废。 ●河南省农村信用社溧
河信用社福农卡，卡号 621585187100063495 遗失，声明作废。 ●南阳垄鑫生态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11303000037097）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市
远大物流服务有限公司， 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豫交运管许可宛字 411302008261
号）正本丢失，声明作废。●南阳市鑫益劳务派遣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11300MA3XA7WT7E）丢失，声明作废。 ●南阳卧龙成人培训学校因不
慎原行政章、财务章遗失，声明作废。 ●韩国军 411325198602270719，道路从业资格
证 411300065482 丢失，声明作废。●刘进周 4113010020204051247道路货物运输从
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 ●孙中朝 4113010020010000904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丢
失，声明作废。 ●谷西武 4113000020013044692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
废。●郭太山 4113010020008008148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丢失，声明作废。●李小旺
4113000020012017842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丢失 ， 声明作废 。 ●胡君毅
411327198805121150，档案号：411300069125 道路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丢失，声明
作废 。 ●南阳市新富储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 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
411302000020645）、组织机构代码正副本（代码：068912217）、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411302068912217）丢失，声明作废。

转 让
三色鸽加盟店转让，12

年老店，客源稳定，接手即
可盈利。

联系电话：63299299

高价收车、押车
67558888

《南都晨报》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刊号：CN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刊登招聘、商务、广告、声明等分类广告 南都晨报分类广告部便民服务中心 扫一扫
微信办理

广告热线：0377-63022299、15672766999
客服 QQ：206629316
办理地址：建设东路南都晨报社一楼分类广告

南阳旅游年票 80 元 / 张
一年零一个月内本人不限次免费使用
老界岭
武侯祠
老君洞
云露山
桐柏淮源
南召五朵山
山陕会馆
方城七十二潭

南阳府衙
蝙蝠洞
寺山森林公园
恐龙遗迹园
内乡县衙
内乡宝天曼
香严寺
南召宝天曼

花洲书院
五道石童
医圣祠
石门湖
石柱山
坐禅谷
龙潭沟
七峰山

(在“五一”小长假、“十一”黄金周及冬季森林
防火闭园期，南阳旅游年票暂停使用）

南阳各县市区各大旅行社均可办理
南阳旅游年票办咨询热线：0377-63395566网址：www.nyiynp.com

遗 失 声 明 拨打 114 找开锁黄工
������换好门不如换好锁， 锁好才能防盗。 公安特批
01 号，市开锁协会会长，上门更换高档 C 级防盗门
锁芯，修保险柜、遥控门、汽车锁、配各种钥匙。 正规
发票，可刷公务卡。 低价安装手机监控住宅摄像头。
电话：63361110、66666665、13837769640�
微信：nyhg001

清风生活用纸招分销合作

免费代还信用卡 17303779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