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最美集装箱酒店
住过就不想离开

大理·六悦
六悦位于洱海正东方向的海东镇

的金牛山腰处，4个集装箱搭出了圣
托里尼婚房的温度，室内空间与洱海
蓝天融为一体，宽阔通透。酒店2、3
楼共设4间房，分别以“风花雪月”命
名，每间房风格都独一无二。“风”为地
中海风格，“花”为民族特色，“雪”是北
欧风情，“月”是日式禅修主题。

北京·朝花夕拾
朝花夕拾生活馆是长城脚下首

个集生态、环保与艺术为一体的旅游
度假区，模数化的尺寸通过精巧细致
的组合，形成内外交错大小不同的院
落，使其拼合出具有传统意象的园林
建筑空间，与长城脚下的风月山水相
容整个生活馆。

河源·MG52房车营地
MG52 房车营地位于万绿湖风

景区，亲临其境，有如置身“山中海
洋”。MG52房车营地共有18间全湖
景客房，其室内设计风格前卫，拥有
5000㎡的超大户外空间，除了看风景
外，还可以烧烤B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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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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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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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重庆市江北区朝阳河小学校

拟向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
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18年9月21日起90日内
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遗失2017.3.3发重庆灵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9MA5UCXFA6L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灵溢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9MA5UCXFA6L）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永宁寺村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
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收据号0000245409作废
重庆市沙坪坝区中梁镇龙泉村村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据，收据号0000245557作废
注销公告：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乾红建材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331599150A）股
东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秀山县腾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241007918696）股东决定本公
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同富家电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4MA5URUCE30）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卓航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公
章一枚，编号5002281003009作废
遗失重庆市卓航实业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281004159作废
注销公告：重庆市荣昌区余儿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6MA5U413A9A）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2018年9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达特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00105MA5UH2QH6Q）股
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见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1日

清算公告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承接的北

碚区档案馆库改扩建项目消防工程项目在
2018年8月15号竣工结算。现我公司成立
清算组，负责处理该工程债权债务等后续工
作。请与本单位有业务联系的所有人或者机
构见报后35日内持相关的合同及证件向清算
组申报，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联系电话:13527422067（吴琴）
大元建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9-20

竞争性谈判公告
重庆南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将于近日就车辆

座套清洗及安装项目进行自主非招标竞争性谈判，
请具有清洁服务资质有意参与项目谈判活动的单
位，在2018年9月27日16:00前携营业执照、相应
资质及法人委托书等原件并提供盖鲜章复印件，到
重庆市巴南区融汇外河坪公交枢纽站报名。
联系人：方老师 联系电话：62550068
报名地址：重庆市巴南区汇南一路6号316室
●遗失重庆六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2016年07
月26日核发的备案通知书，（渝江）登记内备字
【2016】第017324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六米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5086347805E）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接房通知书更改声明
尊敬的金科空港城业主：

金科空港城南区住宅4、5、6栋，北区住宅8、9栋、
商业A1栋经竣工验收合格已具备交付条件。请南区
4、5、6栋业主于2018年9月26日9:00时至17:00时，
北区住宅8、9栋、商业A1栋业主于2018年9月28日
9:00时至17:00时分别前往金科空港城北区大门口
（原销售部旁）处办理接房手续，接房时请按《接房通知
书》、《接房须知》等内容备齐资料，如：购房合同、按
揭合同、房款缴费依据、大修基金票据，代收费（契
税）等缴费凭证及产权人身份证、一寸彩色登记照片
贰张等办理接房和登记产权的相关手续。

接房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观月大道498号
咨询电话：物业023-67388906

地产023-6342 3888 6342 3999
特此通知！

重庆金科坤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二○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注销公告：重庆新思维电脑图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9203239046R）经公司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债务人
持有效证件于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我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1日
操良旗，不慎遗失重庆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巴南区分局2012年6月5
日 核 发 的 注 册 号 为
500113600263862的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列夫，不慎将房产税完税证明电子税票号
为：320180411000021353，单据票号为：
05003705的个人留存联丢失，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巴渝之康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5967333786）股东
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遗失重庆市科旭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具给遵
义博大恒信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的重庆增值税专用发票，
发票代码：5000182130，发票号码：01756125，价税合
计：20855元，其中发票第二联抵扣联和第三联发票联遗
失，特此声明整份发票作废，次月开红字发票冲销。

遗失个体户周亮通用手工发票（三联
百元版），发票代码:150001620531，
发票起止号码:07055601-07055625
共计25份，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原武隆县合盛玉米专业合作社（注册
号：500232NA000282X)股东会研究决定本专业合
作社拟将注销。根据《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
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原武隆县茂林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32569918959L股东会
研究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原武隆县四通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注册号：500232NA000473X)股东会研究决定本
专业合作社拟将注销。根据《专业合作社登记管
理条例》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杨晓红建材经营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4817968R）投
资人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
关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焱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304931445H)股东会研究
决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湖讯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YULLB1N）股东会决
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权
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8年9月21日

遗失2014.7.11发重庆劲捷玛建材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本500240001690964、税务
登记证正本500240304921829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劲捷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500240001690964）股东会研究决
定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
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声 明
本人李伟，身份证号110103194911261235是松堂文

博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现声明注销
松堂文博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从声
明登报注销之日起松堂文博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及一切事务与松
堂文博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无关。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伟
松堂文博文化产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声明：请车牌号渝c5z779发动机号:
4240647的车辆使用人，尽快联系所
有人办理过户手续。否则后果使用人
自负，已经两年多了没有过户，找不到
人，所有人电话:13206128288
注销公告：重庆市大足区鸿润建材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5078821458N）经股东会
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遗失以下人员《重庆市保险中介从业人员执业证书》特此声明作废：
夏寿梅02000050022480020170500275甘世明02000050022480002016000634
骆娜02000050022480020170100556张春燕02000050022480020170500443
于建02000050022480020170500509喻定淑02000050022480020161200318
胡小锐02000050022480020171100482丁其芳02000050022480020180700222
王小丽02000050022480020170500881张兴军02000050022480020160800953
周宗凤02000050022480020170501059刘素娟02000050022480002014001836
韩荣昌02000050022480002014001908高国凤02000050022480020180700247
张素兰02000050022480002014002082罗明红02000050022480020160700268
周腾越02000050022480020170500584田玲玲02000050022480020170501147
吴瑶02000050022480020180300365蒲凤格02000050022480002016000361
伍萍02000050022480020160700321唐红英02000050022480020180701532
李芬02000050022480002015002381彭小玲02000050022480020180701846
罗道强02000050022480020170100167刘建02000050022480020170500478
刘宇航02000050022480020170500785黄馨02000050022480020170500486
袁芳02000050022480002014000735田云莲02000050022480002014000760
王洪梅02000050022480020180700214夏渝02000050022480020161200414

注销公告：重庆市北碚区彤语副食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9567878033X）经
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川广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3678652475U）股东决定，拟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
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展新电熔耐火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3009331586Y）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债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重庆市金拐杖众成养老服务有限
公司（注册号500110008229069）经股东会
研究决定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请债
权人债务人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
办理债权债务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医疗机构名称：重庆市
大渡口区跳磴镇白沙沱社区卫生
服 务 站 （ 登 记 号 ：
PDY60068050010411B2001）经
研究决定注销。特此公告！
遗失重庆市万州区福奥货运有限公司车牌号渝F25077
道路运输证声明作废。遗失江春蓉渝A316B2营运证
500108011904 作废。凯富公司渝 D39919 营运证
500110073133遗失作废。包顺公司渝B269U8营运
证遗失。添福公司渝BL9082营运证遗失。重庆坤辰
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车辆渝BS1387营运证及卡遗
失作废。龙歌公司渝D87816营运证500110081734
遗失。顺永公司渝D6200挂营运证500110072654遗
失作废。罡泰公司渝A807S3营运证500115049816
遗 失 作 废 。 奥 园 公 司 渝 BR0390 营 运 证
500110011858遗失作废。满顺公司渝A52L90营运
证500103028699遗失。万事达公司渝BJ5683营运证
500110030768渝BN8936营运证50010003653遗失。
尊远万盛分公司渝BR7559营运证500110015352遗失
作废。欧嘉公司渝BX0761营运证遗失。重庆吉安运
输有限公司渝AV335M营运证遗失作废。

重 庆 市 函 奔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税 号
91500111592257052R，遗失佛山市峰彩金属科
技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一份（抵扣联
和发票联各一张），代码 4400174130，号码
08022795，已盖发票专用章，特此声明 。

遗 失 声 明 ：遗 失 王 千 元 一 级
建造师职业资格证书（专业 :
建 筑 工 程 ） ，管 理 号 ：
20170345503420145580190138
54 。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李外婆鑫记饮食文化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345871864T）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雅居阁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345960824G）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高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注
册号500242000268496）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高产杰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号500383000032456）股东会决议，拟将
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惠富光电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UEKF5J）合伙协议，全体合伙
人一致同意，拟将出资额从30000万元减少为2000万元。请
债权债务人见报后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自本日起45日内
到本合伙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9.21

遗失重庆易立特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郑社彬资产评估师证书，编号13140012，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易立特资产评估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责任公司
郑太行资产评估师证书，编号14120104，声明作废。
遗失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
公司潼南分公司开具给中国电信
股份有限公司潼南分公司增值税
专用发票，代码5000182130号码
06936934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本人邢昊，是恒大优活城9
幢2002号业主，不慎遗失重庆同景宏
航置地有限公司房屋销售专用收据一
张，费用项目:定金，金额:壹佰元，收据
编号:0016267，声明作废
●龙吉公司渝BF2215营运证500115040174遗失作废●金都公司渝BD7029营运证500115029999遗失作废●重庆吉奥运输有限公司渝BR9788营运证遗失●平茂物流公司渝DU7625营运证500222041355遗失●公运綦江分公司渝BJ6735营运证号50022206139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安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2561641297J)股东会决议，拟
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
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9月21日

身份证遗失声明
本 人 黄 岚（ 男 ，身 份 证 号 ：

500106195907179614，有效日期：2009 年
10月28日-长期）于2018年9月14日遗失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声明作废。自遗失日起，
一切冒用和非本人签字使用身份证的行为，
均与本人无关，本人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关于东原·旭辉江山樾项
目二期（南区）的交付通知
尊敬的东原·旭辉江山樾项目二期
（南区）全体业主朋友：

您所购买的东原·旭辉江山樾
二期（南区）1-10栋经相关职能部
门验收合格，已达到合同约定的交
付条件，现特通过报媒向您进行交
房告知。

集中交付日期：2018年9月22
日-23日

集中交付时间：9:00-17:00
集中交付地点：东原·旭辉江

山樾二期大门旁商铺（面对销售中
心左侧约500米）

请您携带相关资料与证件前
往办理。

详询：023-63569922
重庆旭原创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关于解除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的通知

合川国土房管发〔2018〕131号
重庆拓强机械有限公司：

我局与你方签订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合同编号为渝地
（2014）（合川）112号），电子监管号为
5001172017B01623，宗地坐落于合
川区大石街道产业园212国道东侧交
叉口，面积为 7632平方米，土地用途为
工业用地，出让价款为290.016万元。

截止目前，你方仅于土地挂牌期
间支付了59万元定金，经我局多次催
缴，剩余出让价款仍未缴纳。根据《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渝地
（2014）（合川）112号）第三十条的规
定，经报请区人民政府批准同意，我局
依法与你方解除合同，你方无权要求
返还定金，合同定金59万元依法不予
退还。

根据《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
合同自本通知到达你方时解除。如你
方有异议的，可依法提起诉讼。

特此通知
重庆市合川区国土房管局

2018年9月21日

●遗失尹殊之子徐来《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R500255069声明作废●遗失郑雨菡《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500053423，声明作废。●遗失高元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901600181504作废●遗失重庆耐斯特科技有限公司财务章声明作废●遗失文杰渝C62K21营运证500227006226声明作废●重庆福盛物流有限公司渝D61H29营运证500110068654遗失作废●王燕（身份证号512324197905046347）教师职称资格
证已经遗失，特此声明。（声明时间：2018年9月21日）。●遗失重庆逐悠科技有限公司金税盘，
编号;44-66155473145声明作废●肖敏遗失融创白象街项目1-1-1-34-6收款收
据，金额100000收据号：0004918，声明作废●遗失沙坪坝区明旋眼镜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本，渝
税字50010719850706811401号，声明作废●重庆知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遗失2011年01月
19日核发开户许可证:J6530026619701，声明作废。●遗失重庆鼎瑞物流有限公司税控
盘，盘号：499939418958，声明作废●熊伟。中国银行开户许可证号码
J6530018544102丢失作废！●遗失张芳信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9600044587作废●遗失2016.11.22发重庆晶宝教学设备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7626524432，副本号1-2-1，作废●朱敬洪 伍鼎会遗失重庆同景共好置地有限公司开具
的重庆恒大绿岛新城-E组团期-3栋-101房款收据，编
号N0113510，金额300000元，声明作废●重庆都市通汽车租具公司（车牌渝AG650N）的营
运证，证号：500105018870，声明作废●陈伟遗失出租车渝B52T81违法责任金3千元收据一
张，开票日期2018年8月21日，票号0044300声明作废●遗失肖兴伟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5939255作废●梁宁川遗失重庆大学博士学生证:证号20151101002c作废

●重庆市南川区缘源网络科技工作室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南川
支行水泥桥分理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93001190901作废●王金华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500231008447正、副本遗失作废●遗失重庆巨川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2017.9.22核发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UUGYB7A声明作废● 重 庆 彤 语 童 苑 文 化 传 播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06MA5URADP5K，2017.8.14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声明作废●遗失中国人寿财产保险公司重庆渝北区支公司保险专用
发票，发票代码5000172320编号：24544403，声明作废。●荣昌区昌州街道罗继清食品店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1023119710423244501遗失●遗失2013年11月25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秦福祥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40600147781声明作废●遗失周红平道路运输证渝C52W38声明作废●遗失重庆优瑞家具有限公司企业公章壹枚，编号
5001122038106财务专用章5001122038107声明作废●遗失杨长明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0046218作废●遗失江津区添伟摩托车经营部税务登记证副
本（50010219850302907901）声明作废●李和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渝地
税字512921197703245659号作废●李和林遗失税务登记证正本，北新国税
51292119770324565901作废●经营者曹芬遗失2015年05月18日核发个体工商户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00107600348571声明作废●秦德平遗失建筑起重机证(T)渝A042010004501作废●遗失重庆御仙临餐饮文化有限公司（税号
500112580197259）金税盘，声明作废●声明：本人赵信军遗失重庆市房地产经纪人协理
注册证书，证号：CQXLZ20140451，声明作废。●遗失李桢兰营业执照正副本500107607662863作废●杨卫田遗失2012年12月12日核发的南岸区三泰灯饰经
营部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500108600268344作废●蔡恩峰遗失2009年08月27日核发的南岸区时尚灯
饰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500108600086983作废●遗失原梁平县兴达波陶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28000004705作废●遗失2008年12月15日发北碚区利洋机械
厂营业执照正本500109600102201作废●遗失杨濯微出生医学证明，编号R500189172作废●遗失粟心妍出生医学证明，编号S500037105作废●遗失刘珈佑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049475作废●遗失铜梁区高楼镇社会保障服务中心法人
证书编号12500224059865471P声明作废●遗失吴先辉营业执照正副本500224600022587作废●王琼遗失 2015 年 04 月 21 日核发的注册号
500104600213210个体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酉阳县分局遗失2016年5月13日
颁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代码115000007094307617作废

顺势而生 都市潮车再度进化

2015年，东风悦达起亚KX系列SUV
家族首位成员KX3，携“越 你所想”的超
高产品力成功叩启中国小型SUV市场大
门，为追求个性与潮流的都市年轻人带来了
绝对“新鲜”的SUV风尚体验。2016年，新
KX3又“玩酷升级”，倾力打造兼具时尚品
位与驾驭乐趣的汽车生活，成功唤醒新生代
城市精英们的玩乐精神。

如今，购车人群年轻化与汽车市场消费
升级两大趋势合流而来，小型SUV市场逐
渐进入白热化竞争阶段，如何抓住年轻人的
心成为车企的关注重心。东风悦达起亚
2019款KX3顺势而生再度进化，继承卓越
品质基因，强化产品跨界实力，在车款上做

“减法”，在配置上做“加法”，用满满的诚意
和魅力，撩动年轻不羁、敢爱敢行的心。

外观焕新 少一点纠结 多一点改变

2019款KX3化繁为简，不仅将现有6
款车型整合为2款，还对车身颜色进行了调
整，推出墨丹红、墨栗棕、玄武白3款双色车
身和1款透明白单色车身，降低了消费者的
购车难度和选择成本，可谓十分贴心。其
中，3款双色车身均采用黑色悬浮式车顶，

既绚丽又前卫。
相较于现款车型，2019款KX3外观设

计传承时尚动感设计基调，融入更多户外运
动元素，彰显出年轻人的自由无畏与坚韧从
容。前脸采用直瀑式镀铬一体型虎啸式前
中网，搭配投射式前大灯，神采飞扬锋芒难
当；车身前、后、侧均加装包围，更显坚固可
靠；铝合金轮毂、外露式镀铬双尾管、后扰流
板等车身外饰，完美融合力量感与速度感。

配置升级 驾乘更舒心 价值更出众

KX3出道至今，丰富配置与高性价比
一直深受市场好评。2019款KX3再进一
步，起售价降低7000元，车辆配置却持续升
级，缔造越级驾乘体验和价值感知。在现款
车型基础上，2019款KX3新增TPMS独立
数显胎压监测系统、DBC下坡辅助系统、自
动灯光控制等多项安全配置。而超级仪表
盘、8英寸手机互联系统、DMS驾驶模式选
择、遮阳板照明等配置的加载，则让驾驶变
得更简单便捷。此外，2019款KX3还为消
费者精心准备了2款超值选装包，更多舒适
便利配置提供选择。动力方面，2019 款
KX3同样采用了Gamma 1.6L发动机，可
输出最大功率125Ps，最大扭矩150.7N·m。

与年轻消费者携手同行，2019款KX3
将助力企业SUV商品阵营强化与竞争实力
提升，取得更优秀的市场业绩，焕发更强大
的品牌活力。

2019款KX3成都车展上市
焕新升级撩动你心

8 月 31 日,东风悦达起亚
2019款KX3在本届成都车展上
市，共发布1.6L时尚版、1.6L时
尚天窗版2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分
别为10.98万元和13.28万元。

广告

重庆晚报讯 （记者 李琅 任君 摄影报
道）在高速路上开车久了，感到疲惫想小睡一
会，在无人集装箱酒店休息是个不错的选择。
昨天，在渝蓉高速围龙服务区举行的首届高速
公路服务区920美食品鉴会上，重庆晚报记者
就被10间彩色的集装箱小屋吸引。

据重庆高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全国高速公路上
首个试点开业的无人集装箱酒店。
该酒店设有标间和单间，每间房
10平方米左右，适宜驾乘人员短
暂休息，两小时消费价格68元。

无人集装箱酒店从预约到
入住，全程智能化体验。首先
预约需要搜索“阿拉丁魔方酒
店”从美团、携程等网商平台下
单；到场后通过刷身份证、消费
二维码、人脸识别确认开门；进
入屋内后，通过人声语音控制灯
光、电视、空调等设备。体验过程中
没有人工服务，屋内可洗漱，但卫生间
需前往服务区使用。

目前，该酒店正与网商平台对接，近日
即将上线。

高速路无人高速路无人
集装集装箱酒店箱酒店
落户重庆落户重庆全国首创全国首创

▲通过刷身份证、消费二维码、人脸识别开门

▲操作成功后打开无人酒店门

▲酒店的声控设备控制灯光、电视、空调

▲全国首个高速无人集装箱酒店◀无人酒店内陈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