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爆胎
每年夏季因轮胎爆胎而引发的交通事故

屡见不鲜，不妨看看这几条建议：首先要保
持稳定的胎压，不宜过高也不宜太低，切忌
急起急停急加速， 以防轮胎造成更大的磨
损，并及时清理轮胎内的异物，还是要避免
直接曝晒，减轻高温天气对胎压产生的直接
影响。

●防自燃
夏季不仅轮胎爆胎的情况比较多， 也是

车辆发生自燃的高峰季节。 而导致汽车发生
自燃的原因也是多样化的， 包括车内放置易
燃易爆品（打火机和化妆品等）、油路老化导
致漏油起火、 电路老化或被不正确改装引起
短路等。

因此一定要定期检查车辆油路和电路等
是否正常，尤其是在夏季这种高温环境下。 最
好不要擅自改装电器线路， 车内的灭火器要
定期更换，做到防患于未然。

以上就是小编关于夏季汽车保养向各位
车友分享的干货，请大家参考引用，让你的
爱车不仅使用起来更安全，也能更加“延年
益寿”。

●清洗空调
夏季天气热， 空调成为车辆必不可少的

配置，而汽车空调在运行中，进风口会吸入
大量灰尘以及滋生的细菌等脏物，容易影响
到人体健康，所以做一次空调大清洗是很有
必要的。

首先准备好抹布、 空调清洗剂和撬板，
取出空调滤芯把灰尘清理干净。 然后清理空
调管道，把空调调至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
将泡沫清洗剂从空调滤芯原位置喷入，让其
在空调系统内进行内循环。空调系统运行 10
分钟左右，你就会看到许多污物从底盘下方
流出。

夏季汽车保养

请谨记这四点
本报讯（记者 李扬）炎热的夏季已经到

来，随着天气越来越热，不仅人受不了，汽车
不免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汽车和人一
样都需要保养， 特别是在多雨燥热的夏日，
除了平时定期换机油、 换三滤等消耗品外，
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小编今天总结了以
下几点，希望对各位车主有所用处。

●防水箱温度过高
如今 30℃的天气已经是家常便饭，而这

样的高温天气也是发动机水箱温度过高现
象最容易发生的时候。 夏天要及时关注水箱
表，正确使用封闭式冷却系，并保持冷却液
量充足， 尽量避免发动机长时间大负荷工
作，以防止水箱温度过高。

广
告

2019 款卡罗拉全新绽放

新时代智能家轿：因爱而生 智趣随行
本报讯（记者 李扬）

2019 年 8 月 9 日，全新一
代 2019 款卡罗拉宣布上
市 ， 指导售价为：11.98
万~15.98 万元，燃油版车
型共有 5 款，油电混动版
有 3 款。

新卡罗拉燃油版只有
1.2T 版本车型 ， 是基于
TNGA 架构打造的第 12 代
车型。 在外观方面全新卡
罗拉变化还是很大的，前
脸造型十分夸张冲击力
十足。 后尾设计也是增加
了镀铬装饰条，时尚感提
高很多。 总的来看新车造
型更加时尚运动。

内饰方面全新卡罗拉
开始玩屏了，为了迎合大
家对大屏的喜爱，全新卡
罗拉标配了大屏，普通车
型是 9 寸屏幕，顶配车型
是 12.1 寸大屏幕。通过这
一点也可以看出，卡罗拉
也在积极地应对激烈的
竞争，为此也开始抓用户
的喜好了。

在动力方面 2019 款
燃 油 版 卡 罗 拉 搭 载 的
1.2T 发动机与 2018 款卡
罗拉所搭载的发动机完
全一样，参数上也没有什
么变化。 唯一的变化就是
现款 1.2T 发动机支持国

VI 排放标准了。变速箱方
面也是有变化的，之前是
CVT 无级模拟 8 挡，现在
是 CVT 无级变速箱模拟
10 挡了。

车身尺寸方面全新一
代卡罗拉车长略有增加，
2018 款 卡 罗 拉 车 长 是
4620mm，2019 款 卡 罗 拉
的车长变成了 4635mm，
稍微增长了一点点。 油箱
容积也有了变化，全系变
成了 50L 油箱，与上一代
车型相比略有变化。其它的
像悬架，轮胎尺寸，轴距什
么的是没有变化的。

全新一代卡罗拉最吸
引人的一点变化是主被动

安全配置的提高，安全气囊
增多了， 全系标配了前后
头部气囊气帘、 膝部气囊
共 8 个。另外像胎压显示、
车道偏离预警、 车道保持
辅助系统、 主动刹车系统
等也是全系标配。 这一点
就比上代卡罗拉变化很大
了， 主被动安全配置一下
提升了一大截， 确实是值
得点赞的。

在辅助性配置方面，虽
然增加且标配了自适应巡
航、自动驻车功能，但全系
取消了雷达这一点是很不
应该的， 都标配自适应巡
航了， 居然没有前后倒车
雷达， 这点操作有点让人

捉摸不透呀。还有 18 款标
配的无钥匙进入/启动系
统到了 19款车型上也减配
了。座椅材质也取消了全真
皮座椅。

全新一代卡罗拉在主
被动安全配置方面提升很
多，但也在一些方面有所减
配， 毕竟售价变化不大，有
增配肯定也有减配。总体而
言全新卡罗拉还是很有吸
引力。

详情咨询： 南阳恒信
丰田

地址： 南阳市雪枫路
与独山大道南段 (南新路 )
交叉口向东 500 米路南

电话：0377-60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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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和谐骏烨举行试驾活动

感受每一辆与众不同的威马
本报讯（记者 陈卓）

8 月 11 日上午， 威马汽
车南阳信臣西路体验中
心在天润·梅地亚酒店举
行了媒体品鉴试驾活动，
现场多家媒体参与了威
马汽车的试乘试驾，听取
服务大使的讲解，多方面
了解威马汽车。

据悉，威马汽车目前
在国内有近 100 家体验
中心，南阳和谐骏烨威马
体验中心是威马汽车在
南阳地区的首家体验中
心。 南阳和谐骏烨隶属于
和谐控股集团，是威马汽
车南阳首家智行合伙人，
提供威马汽车的新零售
服务，销售服务，配件及
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 和
谐集团创立于 2008 年，
是中国领先的综合性汽
车服务集团，专注经营豪
华车及超豪华汽车品牌，
集销售，维修研发智造为
一体， 于 2013 年在香港
主板上市。

威马汽车在 2017 年
12 月 11 日威马汽车品牌
发布会于上海举行，同时，
该品牌的首款量产车型
EX5 也一并正式亮相 。
2018 年 3 月 28 日， 威马
首款纯电动 SUV EX5 正
式量产下线， 并计划于
2018 年下半年大批量交
付用户。 目前威马品牌在
售的车型有 ， 威马 EX5
400、威马 EX5 460、威马
EX5 520 以及威马 EX5

PRO 四款车型， 价位区间
从 13.98 万元到 23.98 万
元。 覆盖了 10 万~20 万
级 SUV 市场。 威马汽车
倡导 C2F 定制模式 ，所
有威马客户需求的个性
化配置， 都可以通过客
户端直接向厂家进行定
制，因此，每一台威马都
是独一无二的、 与众不
同的车辆。

新能源出电动汽车品
牌威马汽车南阳信臣西

路体验中心已具备展示
和交付功能，也能为电动
车提供充电服务，该展厅
具 有 理 念 非 常 先 进 的
LED 穹顶，交互式体验定
制中心，供客户在这里体
验整车产品和全新的新
零售业务，非常值得去体
验一次。 店面地址位于信
臣路与人民路交叉口向
西 600 米路南。 如果您想
预约体验的话，可以拨打
037761810000 咨询。 12 7 12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