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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因“他们”而精彩
“2020年度重庆楼市英雄榜”火热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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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帅婷婷

广告

即日起，《重庆商报》一年一度的王牌评选
——楼市英雄榜正式启动，将于12月如期放榜。
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今年的楼市英雄榜也显得格
外的意义非凡且分量十足。2020年，注定是不平
凡的一年！各行各业在砥砺中前行，重庆房地产
行业在优质品牌的引领下稳步前进，而这些正能
量卓越的企业，就是2020年度重庆楼市的英雄。

虽然2020年“黑天鹅”突如其来，重庆楼市

的“金三银四”、“金九银十”均成色不足，但总
体来说，相较于前两年，重庆楼市仍呈现出平
稳发展的态势。土拍市场看点多多，“万元地”
此起彼伏；销售冠军依旧多次“霸屏”，逆势发
威，比如重庆融创文旅城；强者恒强，头部品牌
掌握绝对的市场话语权，如融创、龙湖、万科、
恒大等等；高品质、高价值楼盘涌现，比如来福
士、国浩18T、长嘉汇两江峯，重庆房地产的高
端代表作不断被刷新，品质人居持续升级……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当下的楼市，正是

英雄辈出的年代，这些英雄企业、英雄人物，引领
着重庆房地产行业向着更繁荣、更健康的方向迈
进。对开发商而言，是危机也是转机，也是机遇和
挑战。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大部分开发商都进行
了产品变革，将健康再次放在第一位，提升物业服
务体系；在营销方面，地产营销人更是铆足了劲，
各种营销举措争奇斗艳，眼界与招式更上一层楼。

据了解，本次《重庆商报》联合权威机构
——重庆市房地产业协会，推出2020年度重庆
楼市英雄榜，旨在以正确的舆论导向、真实的

市场数据、公平公正公开的行业标杆推选，展
现在 2020年为重庆楼市创造建筑品质奇迹、
为重庆市民“美好生活”提供舒适人居环境的
房地产企业、项目和企业家，全力推动重庆房
地产行业的健康和谐发展。

评选期间，作为重磅环节之一，重庆市房
地产业协会将独家发布2020年重庆楼市销售
TOP10等官方数据。2020 重庆楼市英雄榜，
为传递行业向上能量、树立标杆产品品质、服
务广大消费者而来，敬请市民关注与期待！

●重庆花田道美容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编号：5001038143997）声明作废●重庆轩思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
5YRBMB4L）遗失报税盘（盘号662701215955）声明作废●唐杰威.遗失恒大金碧天下686-201号房.收据
编号.cqtxn0159549.金额200000元，声明作废。●遗失重庆福磊食品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一枚，编号：5001057064692，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市美升门业有限公司印章证明，声明作废●两江新区妍子妹餐馆不慎将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遗失，编号：JY25003590120732，声明作废。●开县金满地动漫城遗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开州支行
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673001188601，作废

声明：黄成辉遗失重庆金开爱琴海购物公园票
据四张，单号：HXSY-2015-0041080 金额
5000元，HXSY-2015-0022793金额4122.25
元，HXSY-2015-0040128金额10000元，单
号：0010281履约保证金额14990元，声明作废

王金利于2020年11月8日不慎遗失
第二代身份证（身份证号：2327211972
07200613）自见报之日起不承担被人
冒用而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遗失重庆市万杰园林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74804294B，声明作废。●遗失声明：北京东灵通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商
标服务合同叁份：2021817,2025862，2030888。特此登报作废！

遗失2020年8月3日核发的重庆若寻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12PXWXJ）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编号5001127210489）、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1127210490），声明作废

农民工工资发放公示
石柱县西沱至磨子互通（江阳坝至里上坝段）路面改造工程（一标段）全体农民工：

公司于2018年8月30日将石柱县西沱至磨子互通（江阳坝至里上坝段）路面改造工
程（一标段）工程款已发放至各班组，请各位农民工材料供应商及时与项目负责人和各班
组长联系。如项目负责人和各班组长未定额按时支付工资及材料款，请及时与项目总包
单位劳工监督管理人员联系，如实反映相关情况，以便我公司监督支付。感谢配合支持。

总包单位劳工监管人员：高中美 电话：15025616060
备注：

1. 公示时间为1个月，公示期限至2020年12月19日，逾期不受理。
2. 项目负责人和各班组必须在规定时间附上全部农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及材料款

付款凭证并即时公示。
3. 项目负责人和各班组长提供农民工工资发放花名册及材料付款凭证必须真实，不

得虚假，否则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金光道环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丰奥招待所（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577964373F）投资人决定，本企业拟
注销，按《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60天之内到本企业申报债权。联系人：乔
光容 电话：13272528866 重庆市万州区丰奥招待所

●重庆华创到家家政服务有限公司遗失中国
建设银行重庆两江分行高新园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30098998401)声明作废。●重庆市涪陵天马旅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预
留银行印鉴财务专用章（5001021800084），应
远松私章（应远松印），王宏私章，声明作废。

律师专业法律服务
15735648468

合同纠纷、法律顾问
人身损害赔偿、刑事辩护

注销公告：经重庆棠州商贸有限公司（注册
号：5003830080957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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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20日

公告: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承建重庆市人民医院
中山院区耳鼻喉科实验室场地装修零星修缮改造工程，
该工程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请各材料商和劳务商
于2020年11月25日前到我司结清相关款项，逾期我
司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人：任
先生，电话18696526816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告: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承建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产学研三楼过道文化内涵建设工程，该工程
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请各材料商和劳务商于
2020年11月25日前到我司结清相关款项，逾期我司
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人：任
先生，电话18696526816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告: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承建重庆五一高级
技工学校心里健康教育中心室内装饰工程，该工程现
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请各材料商和劳务商于2020
年11月25日前到我司结清相关款项，逾期我司不承
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人：任先
生，电话18696526816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告: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承建重庆大渡口实
验小学锦天校区体育馆及宿舍整改工程，该工程现已
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请各材料商和劳务商于2020
年11月25日前到我司结清相关款项，逾期我司不承
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人：任先
生，电话18696526816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告: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承建合川区兴隆镇
卫生院龙井分院改扩建二次装修工程，该工程现已竣
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请各材料商和劳务商于2020年
11月25日前到我司结清相关款项，逾期我司不承担
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人：任先生，
电话18696526816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公告: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承建重庆大渡口区跳蹬
幼儿园小百灵分院改造装饰工程和跳蹬幼儿园蓝沁园外墙
整改工程，该工程现已竣工验收并交付使用，请各材料商和
劳务商于2020年11月25日前到我司结清相关款项，逾期
我司不承担任何经济和法律责任。特此公告。联系人：任
先生，电话18696526816 重庆渝港装饰设计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服务所关于部分营运柴油车退出营运市场的公示
根据《重庆市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关于开展营运柴油车（第八批）退出工作的通知》（渝道运发

〔2020〕124号）要求，区道路运输服务所对以下营运性柴油车退出营运市场的情况进行为期7天
的公示。公示期间，凡对此有异议者，可持《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营运证》原件和复印件到
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服务所进行登记。公示期满后，对未退出我区营运市场的柴油车作出注
销《道路运输证》处理，原《道路运输证》作废。重庆市永川区道路运输服务所 2020年11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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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号
渝AG6898
渝C77279
渝C72275
渝C73622
渝C71722
渝C75378
渝C65112
渝C69066
渝C68955
渝C69591
渝C3307学
渝C3296学
渝C2960学
渝C3033学
渝CC0775
渝C3796学
渝C2310学
渝C73557
渝C75519
渝C73287

车架号
LGC18AD21C6003428
LL3BECDH09A012676
LGAX5D649D8001623
LVBV4PDB6DE011496
LGAX5D648C3011569
LZFH25T44CD247928
LGHXPHFX09H025085
LGAX5D641B3029569
LGHWBGAK7BH064990
LGAX5D647B3030127
LTA1222U5C2028056
LGDSE81E5CG602164
LTA1222U4C2010583
LTA1222U9C2008036
LG6ED7MH19Y452001
LTA1222U4C2038996
LTA1222U3A2001113
LGAX5DF48D3001769
LGAX5DF4XD8019807
LGAX5D643D8002346

业户名称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永北分公司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永北分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恒泰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力源三星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重庆长途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重庆市永川区金顺通驾驶员培训学校
重庆万远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途顺汽车驾驶员培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华西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金贵通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金贵通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金贵通物流有限公司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渝A6011U
渝C20128
渝C62785
渝C63200
渝C88X00
渝C60327
渝C93158
渝D21830
渝CC0672
渝CM5261
渝C2E283
渝CC1069
渝C69192
渝CD6523
渝CV9335
渝C70983
渝CTJ198
渝C65065
渝CP3308
渝CT0086
渝C6S507
渝C77737
渝CD7650
渝C26H66

LJ11KBBCXB1033615
L47DCBDD09A142948
LNYAEEA3X9K600854
LVBV3PDB29N065548
LWU2PM1C09KM07416
LS1C221B180205033
LKHV26G299C100961
LGAG4DY35B3034104
LG6ED56C6AY460508
LVBV3JBB6AE142765
LSCAC55T3AE030230
LGDXK91L0BB123584
LGDXKA1LXBB109080
LSCAB43T49E026490
LVAV2AAB3BE260363
LGAX1A133C1014903
LWU2PM2C9CKM06397
LGAX5D65591025278
LKHV22H21AC800839
LFNA4JB95BTA08893
LSCACN5Y4BE116479
LGHX6CAG2A6610277
LGHX3B1D9AU202234
LS1D211B3A0301640

李明
周云超
刘劲松
晏世春
李陈
唐荫桅
夏兴松
杨成均
秦廷伟
邓诗才
皮运东
张利国
李世灿
张飞
刘延维
喻绍勇
徐东
吴良兵
刘纯华
蒋开波
李光勇
蒋利
谢祥银
杨秀见

旷章云
彭金艳
陈业彬
高承开
况洪萍
杨永华
邓章全
钟立果
王晓旭
龚建国
赵昌文
张孝洋
邓伟
刘世祥
杨川
阳家强
丁成义
彭亮
李运明
李才玉
马光华
刘丽
陈行川
张声林

LVAV2JBB5GE042592
LVAV2PBB8CE201649
LS3T1CD19A0104797
LWU2SM2C6DKM01223
LG6ZD56C89Y705970
L102XU6D29P012645
LVBV3PDB3AN067443
LVBV3PBB4CE016524
LFNFVXMX7AFC11749
L102XU6D79H003434
LJVN34D989Y008434
LSCAC15T0DE065028
LWU2PM2C9CKM08568
LVBV4PDB9BE033733
LVAV2JBBXAN015427
LZGCR2M67EB008033
LGHX6CAH69U205619
LWU2SM2C6DKM01027
LZFF31R64DD260878
LGHXPHFWXBH061136
LJ11KBBC1B1019859
LVAV2JBB0BN021142
LGAXLMDN171010069
LS3T3CC13A0206365

渝D7D966
渝CTQ836
渝CD1209
渝C65K61
渝CC0161
渝CG0393
渝C96U08
渝AJ833Z
渝C83828
渝C62595
渝CF0605
渝B0J127
渝C926G0
渝CL0227
渝A5W798
渝C79232
渝CK5282
渝C51X81
渝D82936
渝C95505
渝C178K2
渝CUH780
渝C70312
渝CD0971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21
22
23
24

渝C70659
渝A89167
渝C79501
渝C73610

LVBV7PEC9BL038022
LGAG4DY31E8000278
LGAX2A134F1010649
LGAX5DF46D3011779

重庆桂浩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千富物流有限公司
重庆芳鑫运输有限公司
重庆市永川区荣贵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遗失彭斌医师资格证书，证号：199823
14251222219660412197X，声明作废。

●遗失万盛经开区社会保险局非税收入
一般缴款书，编号0048982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重庆盛粮粮油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遗失
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5001172002989）、
遗失法人章一枚（袁锡科），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佰美特电镀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6MA5U4JUP21）股东会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天内 ，请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11月20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抄吧石火锅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40MA60AXEB1J）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从100万元减少到15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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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20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找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59X99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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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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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垫规资告〔2020〕70 号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的要求，经垫江县人民政府批准，垫江县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将对垫江县太平镇松花社区六组的太平镇加油站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进行公开出
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人的名称和地址：出让人：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址：桂阳街道桂西大道南阳内转盘 联系电话:74684675、74684676、74501155
二、挂牌地块概况

三、竞投者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公司、法人和其他组织须持有重庆市商委批准的加油站建
设规划确认书才可报名参加竞买。

四、挂牌期限、地点及竞价方式：凡愿参加竞投者，可于即日起至2020年12月17日下午5时（节假
日除外）到垫江县公共资源交易网上下载挂牌交易文件和垫江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产服务中心索取，
定于2020年12月18日上午10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桂西大道南阳公园机关办公中心2号楼2楼举
行现场竞买揭牌会，本次挂牌采取现场报名方式，有意竞买者在 2020年12月18日上午9时前汇入指
定的竞买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详见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垫江县）（https://
www.cqggzy.com/ dianjiangweb）“土地交易”栏目，本地块招标（出让）公告页面底端的《本项目投
标保证金指定收取账户信息》。以到银行账上时间为准，否则不予受理报名），并凭银行到账凭据进入
揭牌会场，要求竞买人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书、营业执照附本、资质证明书、承
诺书、竞买申请人签署意见的《竞买须知》2份、居民身份证及印鉴，填写竞买申请，经审查合格后方取得
竞买资格。该地块每次增价不得少于5万元人民币，价高者得。

五、其他约定条件（见须知、中国土地市场网和垫江县人民政府网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板块）：竞买人
参加竞买时需提交土地保证金不属于银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的承诺书及有支付土地价
款的资金的承诺书。竞买人竞得土地后需成立新公司作为竞得人的，应在参与竞买前提交书面申请。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0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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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7日，两江新区企业上汽依维柯红
岩商用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在上
海发布了旗下第六代重卡产品。伴随这款新
车首发，其全新的品牌战略也浮出水面。

“智造”第六代重卡首秀

在活动现场，上汽红岩 5G＋L4 智能重
卡、新能源氢燃料电池重卡、纯电换电牵引
车、红岩杰狮H6 LNG/柴油系列重卡等 17
款“明星”车型集结现身，展示了上汽红岩“智
造重卡”方面的最新成果。作为此次发布会
的“主角”，上汽红岩发布的第六代重卡正式
发布。

据悉，作为上汽集团“新四化”指导下的
首款战略产品，上汽红岩发布的第六代重卡
在智能化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布局。该款重卡
不仅采用全新“东方醒狮”设计，还搭载了行
业领先的安全配置、智能交互功能、智能驾驶
系统等技术。新车不仅360环影、爆胎应急装
置、胎压监测、空气悬架等高端配置一应俱
全，搭载全新一代H-Pliot智能驾驶系统，包
含AEB+ESP+EBS系统的ACC自适应巡航，
以及车道偏移预警、防碰撞预警、驾驶员疲劳

监测等，全面提升驾驶安全性能。上汽红岩
第六代重卡将于2021年2月份正式上市。

全新品牌战略浮出水面

上汽集团副总工程师郝景贤表示，融合时
下兴起的5G和智能技术的第六代重卡，不仅
将开启上汽红岩智能重卡新时代，还将驱动
下一代重卡向高端化、智能化、平台化方向升
级。未来还将覆盖上汽红岩旗下杰狮、杰虎、

杰豹全品牌矩阵。
伴随第六代重卡首发，上汽红岩全新品

牌战略也浮出水面。上汽红岩总经理楼建平
表示，上汽红岩将紧紧围绕“上汽红岩 中国
力量”这个品牌核心，在“新能源化、智能化、
网联化、定制化”的方向创新引领，以信得过
的技术、安全可靠的产品，成为客户和行业有
温度、可信赖、有实力的合作伙伴。同时，
LOGO 也进行全新设计。新 LOGO 延续

“HY”字母元素，由圆角设计创新演变为直
角，彰显了坚韧、刚毅的产品特质和品牌性
格，诠释出蓬勃向上的中国力量内涵。

将跻身重卡“第一阵营”

据楼建平介绍，今年1～10月，上汽红岩
产销两旺，共完成产量62000多辆，同比增长
47%，销量接近65000辆，同比增长38%。自
2017年上汽红岩实施C2B以来，35%的订单
来自于 C2B 定制，最高的月份甚至可达到
70%。而第六代重卡发布，上汽红岩C2B的
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楼建平还公布了未来更高目标：“到‘十四
五’末，上汽红岩要实现市场份额达到15个百分
点，实现年销量15万辆，进入重卡行业第一阵
营。

上汽红岩新款重卡首发 力争2025年跻身行业“第一阵营”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11月 19日，由市商务委、市扶贫办联合全
市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两江新区、重庆
高新区、万盛经开区管委会共同主办的“2020
重庆商圈购物节暨第四届重庆电商扶贫爱心
购活动”在江北区观音桥商圈正式启幕。

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活动两大板块之
一，第四届重庆电商扶贫爱心购将“电商”“扶
贫”两个元素贯穿活动始终，突出“直播”等新
模式应用，组织各类电商扶贫专区和专馆103
家、农特产品1100余款，参与线上线下展示展
销，力争给消费者带来“有扶贫参与感”的电商
扶贫活动。据悉，活动现场展示展销为期4天，
线上活动为期一个月。

一站式购齐全市农特产品

原价29.9元的树叶凉粉活动价19.9元、羊
肚菌满100元减20元、笋子6折……记者在展
区现场看到，几乎所有农特产品都给出了优惠
价，不少市民在展台前驻足询问。相关工作人
员告知，不进行现金交易。销售形式为“线下
展示，线上订货，线上付款，快递到家”，市民可
一站式购齐全市农特产品。工作人员还表示，
通过线上渠道购买产品，还有整体秒杀、抽奖
等折上折优惠。

据介绍，第四届重庆电商扶贫爱心购活动
现场设置三大展区，即“重庆电商扶贫专区展
示区”、“贫困区县展示区”、“相关涉农区县扶
贫产品集市展示区”三大展区；四个板块则分
为“爱尚重庆·e起扶贫”爱心特卖会、“爱尚重
庆·e起扶贫”专题直播、“爱尚重庆·e起扶贫”
现场引流、主舞台商文结合推介。

主播带货助力渝货“出山”

据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活动充分利
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新业态拓宽地方名特

优新产品销售渠道，打响重庆本土特色农产品
品牌，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据介绍，抖音、博拉、重庆有线、重庆市消
费扶贫馆、直播电商联盟等电商、新媒体平台，
围绕14个贫困区县多场景、多业态举办“大V
扶贫，渝你相约在山城”、“中国邮政惠农直播
活动”、“京东中国特产·重庆馆扶贫产品爆款
打造行动”、“自驾旅游消费扶贫暨直播带货”
等贫困地区农特产品营销、直播带货等活动，
助力渝货“出山”，让更多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
卖得掉、卖得快、卖得好、卖得远。

此外，活动期间采取“以买代捐”“消费扶

贫”模式，邀请薇娅以全国青联委员和全球好
物推荐官的双重身份在直播间开启“薇娅魅力
中国行·重庆站”专场等。

重庆构建长效帮扶合作机制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借着“2020重
庆商圈购物节”的购物热潮，第四届重庆电商
扶贫爱心购活动进行为期 4 天的现场展示，
线上一个月的促销活动；依托商圈购物的消
费习惯和资源优势，契合年终消费旺季，进行
线上线下联动；通过购物助推扶贫，营造了浓
厚的消费氛围，进一步释放了市民的消费潜
力、促进消费回暖、增强消费信心。同时，深
化实施电子商务扶贫行动，拓宽了贫困地区
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打响了贫困地区农特产
品品牌，助力脱贫攻坚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建设。

据介绍，市商委还将联动阿里巴巴本地生
活、淘宝直播、抖音、快手等直播电商相关负责
人以及知名MCN机构负责人、主播等开展“电
商扶贫帮扶链接”、“阿里巴巴本地生活消费扶
贫产品产销对接会”、“直播电商送培下乡”等
系列活动，助力区县品牌打造、实现企业与消
费扶贫产品产销对接，推动定向采购，助力精
准扶贫，努力引导形成可持续增收的长效机
制。

快去参加重庆电商扶贫爱心购 可一站式买齐全市农特产品
重庆商报-上游新闻记者 侯佳

2分半钟，可以做什么？长安欧尚X5给出的
答案是，卖出一辆车。11月19日，商报记者获悉，
自预售开启以来，短短27天，长安欧尚全新战略
运动 SUV——长安欧尚 X5 的销量就已突破
15000辆。新车将于11月 29日在全国400家长
安欧尚全新云鹰标店同步上市。此前，长安欧尚
X5已于10月 20日开启了全球预售，预售价6.99
万～10.59万元，共推出8款车。

据了解，作为长安欧尚首款运动SUV战略产
品，长安欧尚X5融合全新设计理念和众多创新科
技，全新外观设计，领先同级的蓝鲸动力、On-
style3.0智能生态系统……在智能化体验上，新车
也是“全副武装”，搭载全新的Onstyle3.0智能生
态系统，加持高通骁龙八核车机芯片。不仅具备
在线导航、音乐、电台、车辆远程控制等功能，还配
备赛道模式、无麦车载KTV等娱乐功能，人脸识
别、手势控制、千里眼、顺风耳等智能“黑科技”。

目前，尽管新车尚未上市，但预售开启27天，已斩
获1.5万辆。11月29日，长安欧尚X5将正式全球上
市，全国400家长安欧尚全新云鹰标店也将同步上市。

预售27天订单破15000辆
长安欧尚X5 11月29日上市

上汽红岩第六代重卡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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