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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讯
2014年7月28日
河西工业在中国大连市成立汽车装饰部件的合资企业
人民网东京7月28日电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河西工业公司25日对外公布称,将在中国大连市与东风
Visteon公司(DFV)合资,成立汽车装饰部件的生产企业“东风河西(大连)汽车……

2014年3月19日
杭城部分汽车4S店采用“三无”汽车装潢件
杭城部分汽车4S店采用“三无”汽车装潢件2014-03-19 07:41:02 杭州网 近日,杭州市车管所联
合工商部门,对艮山东路、石祥路上多家汽车4S店的配件经销使用情况,……

2014年3月19日
杭城部分汽车4S店采用“三无”汽车装潢件 工商部门责成下架处理
工商部门现场检查还发现,部分4S店用“三无”汽车装潢件,当即责成企业进行下架处理,并将做进一
步调查处理。来源: 浙江在线-今日早报 作者: 通讯员 丁伦 记者 吴佳……

2014年8月13日
[互动]模塑科技:公司订单充足 生产情况良好
模塑科技的主营业务为轿车保险杠及防擦条等汽车装饰件的生产和销售以及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主要
为国内宝马[微博]、奔驰、通用、大众、神龙、华晨、东风和奇瑞等知名……

2014年8月22日
上海改博会参展商常州九驰车辆部件公司
改装零部件展区参展企业介绍:常州九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展位号:1A71。常州市九驰车辆部件有限
公司创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开发、生产汽车装饰件、塑料件及汽车……

2014年3月4日
陆风X5少量现车 购车赠汽车装饰件礼包
特惠礼包:原厂9寸DVD导航,倒车影像 多功能储物盒 礼包 5000元汽车装饰件礼包(侧踏杠,档泥皮,前
雾灯框,后尾箱护板,专用卡固连体脚垫,尾箱垫)……

2014年8月25日
第十届RA上海改博会参展商:常州九驰车辆部件公司
改装零部件展区参展企业介绍:常州九驰车辆部件有限公司,展位号:1A71。 常州市九驰车辆部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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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创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开发、生产汽车装饰件、塑料件及……

2014年3月11日
一汽丰田RAV4购车送汽车装饰件大礼包
一汽丰田RAV4购车送汽车装饰件大礼包 促销时间:2014年03月11日-2014年04月08日【易车网
镇江讯】近日易车网编辑从镇江一汽丰田京鹏4S店处了解到,一汽丰田RAV4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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