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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销 公 告

序号

6

7

8

9

10

11

12

车牌号

陕K82434

陕KP414挂

陕K92600

陕KT610挂

陕K67650

陕KG727挂

陕K87251

陕KQ980挂

陕K99283

陕K92035

陕K90629

车辆
类型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罐式车

罐式车

罐式车

注册日期

2010.12.23

2010.12.23

2012.3.22

2012.3.22

2010.1.13

2010.1.18

2011.8.4

2011.8.4

2013.3.14

2012.3.12

2012.1.16

运输证号

610802043084

610800001821

610829001363

610829001364

610829001268

610829001269

610828004028

610828004028

610800004789

610802049850

610829001345

注销营运证车辆明细表

序号

1

2

3

4

5

车牌号

陕KA2326

陕KY314挂

陕K92595

陕KT687挂

陕KB4660

陕K136G挂

陕K95061

陕KP519挂

陕K84434

陕KP954挂

车辆
类型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牵引车

半挂车

注册日期

2013.7.1

2013.7.8

2012.3.22

2012.3.22

2015.3.18

2015.3.18

2012.6.19

2010.12.29

2011.3.31

2011.3.31

运输证号

610800007872

610800012590

610829001365

610829001366

610800019479

610800019480

610802043119

610802043119

610829001315

610829001315

吴堡县飞龙汽车运输车队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已吊销，其公司所属车辆已不再具备经营资格，现注
销该公司所属车辆的道路运输证。

特此公告
榆林市道路运输管理处

2018年6月9日

为了让榆林市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文化服务，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经榆林市文化广

电新闻出版（文物）局研究决定，大型原创现代眉户剧《大漠红柳》将于6月14日、15日在榆林剧院进行

惠民演出。我们将设立免费领票点，赠送演出票。请广大市民持身份证在指定地点免费领取演出门

票，欢迎届时观赏观看。

演出时间：2018年6月14日、15日，每晚19点45分

演出地点：榆林剧院

领票地点：榆林剧院门口（榆阳区新建南路203号）

领票时间：演出当天8∶30至11∶00，18∶30至19∶30

领票方式：市民凭身份证每人限领两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请观众自愿领取，文明观演。

咨询电话：3525682 3282442 3891920

联系人：鲍壮 杨晓丽 杨妮

榆林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

2018年6月8日

大型原创现代眉户剧《大漠红柳》
免费领取门票公告

6月9日，全新BMW X3在榆林金麒宝4S店正式
上市，售价区间39.98万—58.58万元。

BMW X3最早诞生于2003年，是全球中型豪华
SUV细分市场的开创者和引领者，15年来以突出的性
能和可靠性赢得150多万车主的信赖。如今，这一明星
车款演进至第三代并实现国产，凭借其动感设计、豪华
感受、智能互联、操控乐趣和综合品质全面提升，重新
定义了它的前辈所开创的中型豪华SUV概念，将重塑
细分市场格局。

全新第三代BMW X3的研发以CLAR平台进行
打造，这意味着新一代车型从研发理念和新技术应用
上占有优势。以轻量化为例，前车门、发动机罩和前翼
子板均采用铝合金材质，国产后也原味保留，1000兆帕
的热成型高强度钢得到广泛使用，车身相比上代车型
实现减重55公斤，车体刚性提升30%。再如，全新
BMW X3创新科技的应用和豪华性全面向新一代5系
看齐，超越了人们对这一级别SUV的传统认知。

基于明确的国产计划，全新BMW X3在研发过程
中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内外部设计充分考虑了中国客户
的审美偏好，新科技的应用更是毫无保留，轴距比上一代
适度增加54毫米，还专为中国市场设计了后排座椅，并
大量引入这一级别前所未见的豪华装备。这些努力成就
了一款既是原汁原味、拥有纯正BMW驾驶乐趣，更是中
国专属、高度贴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理想座驾。

上 市 初 期 将 提 供 BMW X3 xDrive 25i 和
BMW X3 xDrive 30i两种车型，并提供豪华套装和
M运动套装两种选择。这些车型不仅是脱胎换骨的新
车，还是高配置和高价值的典范。“迎宾光毯”、10.25英
寸智能触控中央显示屏、自然语音识别系统、感应式电

动尾门等高级配置数不胜数，还有专为中国客户设计
的舒适后排座椅，以及同级最大全景天窗、智能自适应
LED大灯、PM 2.5空气滤清器等20余项高价值装备全
系标配。创新感、豪华感和价值感让新车极具吸引力
和竞争力。面向中国社会那些独立、自信且富有责任
感的成就者，全新BMW X3将成为新的豪华理念和现
代生活方式的理想之选。

全新BMW X3的外观凸现强健的运动风格，从任
意角度都能感受到车辆的矫健和力量。车头比以往更加
饱满更有气势，尺寸加大且呈倒梯形的双肾格栅和首次
引入BMW X家族的六边形LED大灯尤其醒目。全新
BMW X3是人、车与世界互联的移动终端。车内配有
无线Wifi热点，可连接三个移动设备，并提供同级独有
的无线Apple CarPlayTM，为年轻用户提供最佳数字
体验。被称为“上帝之眼”的远程3D环视影像系统也被
引入，而炫酷的BMW智能触控钥匙是首次引入BMW
X家族。当然，客户还可以通过iDrive系统拨打BMW
呼叫中心，旅程咨询服务十分贴心，或者通过手机端的

“BMW云端互联”APP获取更多贴心服务。
改进型BMW B系列发动机更为高效与可靠，可

迸发最高达185千瓦和350牛米的强劲动力。搭配以
平顺和高效而闻名的 8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全新
BMW X3 xDrive 30i的0—100公里/小时加速时间
仅需6.8秒。新车应用的BMW xDrive智能全轮驱动
系统得到进一步优化，变得更紧凑更轻盈。还有出类
拔萃的216毫米离地间隙、25.6°接近角，进一步保障
了全新BMW X3优异的通行能力，为客户带来全面掌
控的自信和乐趣。

图文/张斌

全新BMW X3榆林耀世登场

6月9日，上汽大众全新一代朗逸在榆林东洲兴达
4S店隆重上市。

2018年是上汽大众Lavida家族在国内轿车市场
开启新十年征程的元年。4月9日，上汽大众正式宣布，
Lavida家族将再添一位新成员，新车命名为“全新一代
朗逸”。据悉，该车定位于国内A+级主流汽车市场，并
在设计、尺寸空间、科技能效以及安全性能方面均有越
级表现，未来将与目前在售的Lavida朗逸一起，共同为
中国消费者带来品质汽车生活。

全新一代朗逸长 4670 毫米、宽 1806 毫米、高
1474毫米，轴距长至2688毫米，车身尺寸媲美B级
车。得益于轴距的提升，后排的空间得以进一步优化，
座椅坐垫加长了75毫米，提供更舒适的腿部支撑，膝部
空间表现也更为优异，为广大消费者营造了超越目前
主流A级车型的“悦享后排空间”。

全新一代朗逸的内饰也采用了大众品牌最新的设
计布局，精准的线条简洁明了，让人耳目一新。车载导
航的位置向上提高，使操作更得心应手，彰显了大众品
牌在人机工程学领域的深厚底蕴。横向贯通式中控台
加强了视觉延展性，营造出整洁、优雅、充满安全感的
宽敞空间。中控台上创新地采用了具有渐变拉丝效果

的装饰面板，使得整体内饰更加和谐与统一。新增的C
柱三角窗与尺寸大幅增加的电动天窗，则为后排乘客
营造了一个明亮、通透的视觉环境。

据悉，全新一代朗逸将搭载大众汽车集团以兼具
“低耗、高效”著称的全新EA211 1.5L发动机，通过多
项优化与升级，综合工况油耗低至每百公里5.5L，在油
耗大幅降低的同时，该款发动机的功率却提升至
85kW，实现了动力输出与燃油经济性的完美平衡。此
外，目前配置在Lavida朗逸车型上的EA211 1.4TSI
发动机也得以进一步优化升级，确保油耗在保持原有
水准的情况下，最大功率提升至110千瓦，0—100公
里/小时加速时间仅为8.3秒，带来更为动力强劲、激情
澎湃的驾驶体验。

截至今年3月末，Lavida家族累计销量已经突破
350万辆大关，当之无愧地成为A级车市场最受消费者
欢迎的车型。

上市会当天，上汽集团安吉租赁有限公司正式授
权榆林东洲集团成立安吉租赁榆林分公司，开启了全
新购车模式，集团旗下上汽大众全系车型、斯柯达全系
车型均可做到一成首付，再享四重大礼。

图文/张斌

上汽大众全新一代朗逸
重磅亮相榆林东洲兴达4S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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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支晋级球队逐鹿塞上 28场精彩比赛引爆驼城

瑶妹火锅热烈庆祝2018全国（U19）
青年男篮第二阶段比赛在榆上演

特推出吃火锅赠球票活动
主办单位：中国篮球协会

中国大学生协会
陕西省篮球协会
榆林市体育局

承办单位：榆林市篮球协会
赛事运作：榆林市世邦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榆林日报社广告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鸣谢
中国全兴篮球
凯美沃FIBA体育漆
民都运动木地板
中国银行榆林分行
榆林移动

国家规格赛事 篮球饕餮盛宴
数万球迷观赛 蕴藏商机无限

高考结束啦高考结束啦！！学子们终于可以放松了学子们终于可以放松了，，快来看球赛吧快来看球赛吧。。

活动时间：6月1日—6月23日
活动内容：
一、凡消费或现金充值满300元送球票两张
二、凡消费或现金充值满500元送球票三张
三、凡消费或现金充值满800元送球票四张
四、本次活动与店内其它活动不可叠加使用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瑶妹火锅所有

详情请致电瑶妹火锅
电话：0912—3602222
地址：开光桥开光路美食广场院内（原榆林电厂隔壁）

榆林市酒管家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榆林市富源商贸有限公司
榆林德和厚酒店
榆林金龙大酒店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边贺圈支行不慎将流水号

为00352799的金融许可证丢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