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国汽车市场业绩不俗，产
销量分别达到 2811.9万辆和 2802.8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14.5%和13.7%，全球
第一。2017年各车企更是摩拳擦掌，信
心满满。近日，各个车企相继发布2017
年销量目标。相比去年，多数自主品牌

车企的销量目标都大幅提升，合资品牌

车企的销量目标则普遍保守。

合资品牌车企

一汽-大众
销量目标：140.5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一汽-大众品牌
终端销量累计达 131.5万辆，同比增速
17.3%，超额完成了年初 130万辆的指
标。2017年一汽-大众销量目标为140.5
万辆。据了解，2017年，一汽-大众品牌
预计将推出3款车型，其中新款CC已于
今年1月上市；高尔夫今年将推出中期
改款车型；此外，新增的首款插电混动车

也有望在今年正式推出。

广汽本田

销量目标：69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广汽本田全年销

量达66万辆，同比增长9.6%。2017年广
汽本田将目标定为69万辆。2017年，除
了1月份已经上市的新款缤智，广汽本
田还将导入冠道240TURBO派生车型。
此外，Acura品牌还将继续丰富产品线，
在2017年实现高性能豪华轿车TLX的
国产化，并导入大型豪华 SUV 2017款
MDX，加快Acura品牌国产化的步伐。

东风本田

销量目标：65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东风本田全年累

计销量为59.6万辆，同比增长47.4%，并
预计2017年实现销量65万辆。2017年，
除1月初已经上市新思铂睿锐·混动和
新杰德，东风本田还将推出3款全新车
型，新款XR-V、全新CR-V和UR-V。另
外两款七座 SUV全新一代 CR-V和 U-
RV，前者已经在美国上市，U-RV或于4
月上市发售。

北京现代

销量目标：125万辆
新车规划：北京现代2016年年销量

为114万辆，同比增长7.5%。北京现代
2017年的销量目标为 125万辆。北京
现代将在今年推出 3款全新车型全新
一代 ix35、全新悦动、全新瑞纳，同时
还将对索纳塔九、名图进行中期改款，

悦纳 RV、悦动电动版等衍生车型也将
于 今 年 上 市 。 此 外 ，根 据 北京现代

2017的“345”规划，未来每年都将推出3
款新车。

东风悦达起亚

销量目标：70万辆
新车规划：2017年，东风悦达起亚将

挑战70万辆销售目标。2017年，起亚将
向市场投放KX7、全新福瑞迪、K2五门
版、K2跨界版、新款K4、K5PHEV以及
一款全新小型轿车。其中，KX7、K2五门
版、K2跨界版、K5PHEV以及全新小型
轿车将在今年上半年推出，新款K4和全
新福瑞迪在下半年推出。

一汽丰田

销量目标：70万辆
新车规划：一汽丰田2016年全年销

量 65.88万辆，2017年将销量目标定为
70万辆。2017年，一汽丰田将推出新款
卡罗拉 D-4T、新款卡罗拉双擎、新款
RAV4荣放以及新款普拉多4款年度改
款车型。此外，一汽丰田还将推出两款

全新车型，分别为两厢车锋势和一款全

新小型SUV。

广汽丰田

销量目标：43.5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广汽丰田共销售

43.7万辆，同比增长6.9%。2017年，广
汽丰田计划销量达到 43.5万辆。2017
年，广汽丰田将推出三款车型，小型三厢

车致享、一款改款车型以及一款丰田全

球采用TNGA平台打造的新车，将在今
年4月开幕的上海车展上正式亮相。

自主品牌车企

吉利汽车

销量目标：100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吉利汽车销量达

到76.6万辆，同比增长50%。2017年，吉
利汽车将目标定为100万辆。2017年吉
利汽车将推出至少5款新车型，包括帝
豪跨界SUV，全新帝豪A+级轿车，博越
和豪情X6两款A级SUV以及一款油电
混动车。其中，帝豪跨界SUV将于今年
二季度正式上市，全新帝豪A+轿车以及
博越、豪情X6有望在今年上半年上市。

长城汽车

销量目标：125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长城汽车全年累

计销售 107.45万辆，同比增长 26.01%，
不仅超额完成既定的95万辆年销量目
标，且首次实现年销超百万辆的销售规

模。2017年，长城汽车的销量目标为
125万辆。2017年长城汽车将推出多款
全新车型，包括新一代哈弗H6、全新的

新能源汽车、全新动力总成等。此外，长

城汽车旗下全新品牌WEY也会在2017
年推出两款新车型W01和W0。

广汽乘用车

销量目标：50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广汽乘用车全年

销量为37.2万辆，2017年广汽乘用车提
出50万辆的销量目标。2017年广汽乘
用车将推出 9款新车，包括 GS7、GS3、
GA4及GM8四款全新车型，GE4、GS4的
新能源版本GS4PHEV和GS4EV在内
的三款新能源车型以及两款中期改款

车型。

上汽乘用车

销量目标：60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上汽乘用车全年

销 量 为 32.2万 辆 ，同 比 增 长 89.2%。
2017年上汽乘用车把目标定为60万辆。
2017年，上汽乘用车将推出更多有竞争
力的产品。其中，轿跑车型荣威i6将于2
月17日正式上市。上汽乘用车也将在2
月14日公布全新小型SUV车型名爵ZS
的预售价。2017年，上汽还将投放荣威
ei6车型，进一步丰富其新能源车产品。

奇瑞汽车

销量目标：确保90万辆，争取100
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奇瑞集团（奇瑞、
观致、奇瑞捷豹路虎、奇瑞控股）全年销

量70.47万辆，同比增长28%。其中，奇
瑞品牌销量为 36.33万辆，同比增长
16.5%。2017年，奇瑞汽车定下了确保
90万辆，力争 100万辆的销量目标。
2017年，奇瑞汽车将推出多款新车，如紧
凑型 SUV T17、纯电动轿车艾瑞泽 5
EV、插电式混动SUV瑞虎7PHEV等，以
进一步提升销量。

东风风神

销量目标：20万辆
新车规划：2016年，东风风神实现销

量15万辆，同比增长50%。2017年，东
风风神的销量目标是20万辆。根据规
划，2017年东风风神将推出6款新车，预
计 为 AX1、AX3 1.0T、AX3 DCT、AX7
DCT、AX5 1.6L、
A60EV车型。小
型 SUV-AX3和紧
凑型 SUV-AX7均
有望推出配备6速
双离合变速箱车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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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车市

新款东风风行景逸S50将于
2月18日正式上市。此次上市的
是景逸S50的中期改款车型，新
车在外观和内饰会有较大的变

化，动力系统将沿用现款车型。

外观方面，全新景逸 S50与
现款车型相比变化较大。可以看

到，新车前脸采用了最新设计理

念，四横幅前格栅设计与前大灯

组采用了一体化布局，使得前脸

的整体感得到了提升。此外，新

车前大灯组造型也进行了重新设

计，内部还采用了熏黑式处理。

内饰部分，全新景逸 S50的
内饰也经过了重新设计，整体布

局更为简洁、时尚。此外，大尺寸

悬浮式中控屏的加入也显得格外

提神。而在配置方面，新车还分

别配备有电动天窗、360度全景
影像等丰富配置。

动力方面，全新景逸 S50将
分别搭载1.5L、1.6L、2.0L三款自
然吸气发动机。传动部分，与之

匹配5速手动、6速手动及CVT变
速箱以供消费者选择。

全新悦动

北京现代入门紧凑级轿车全

新悦动即将上市，新车现可在南阳

中澳6S店预订。作为换代车型，这
款车采用现代最新的设计风格打

造，竞争对手锁定为福特福睿斯、

雪佛兰科沃兹等，将搭载90.2kW的
1.6L自然吸气发动机。

外观方面，新车进气格栅采用

蜂窝状样式，雾灯为圆形设计，格

栅两侧和下方都用了哑光灰色的

饰条进行装饰，尾部整体感觉很干

净、清爽，反光条造型别致，同时暗

红色的尾灯凸显了运动气息。

配置方面，高配车型将拥有

LED日间行车灯、透镜大灯、弯道
辅助照明、电动尾门、后排空调出

风口、座椅加热、倒车影像等配置，

延续了韩系车型的配置优势。

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一台

1.6L自吸发动机（与悦纳1.6L发动
机相同），最大功率为90.2kW，峰值
扭矩151牛·米，匹配6速手动和6
速手自一体变速箱。

名爵ZS
2月14日，名爵品牌首款互联网

SUV——名爵ZS上市。新车共推出
1.0T（16T）6AT战神版、1.5L 5MT智
商版以及1.5L4AT姿色版三款车型。

MG ZS的车头部分并未采用MG
品牌现有的家族式设计，而是采用了

盾形镀铬边框搭配网状进气格栅的

造型，格栅正中还镶嵌有一枚MG品
牌LOGO。整体来看，新车颠覆了在
售MG品牌车型的家族式设计，其将
成为首款应用MG新一代家族式设计
的车型。

在内饰方面，名爵ZS的设计简洁
大方，它配备了菱形空调出风口，中

控液晶显示屏位于出风口下方。空

调与多媒体物理按键排列整齐，整体

布局中规中矩。整体采用双色材质

进行包裹，中控台上方还增加了银色

装饰条进行点缀，值得说道的是随处

可见的软质材料包覆，触感与视觉均

为同级上乘之作。

动力方面，ZS将搭载1.0T（16T）
涡轮增压发动机。传动方面与发动

机匹配的或为6速手动和7速双离合
器变速箱。

去年年末，财政部发布

小排量汽车购置税新政，自

201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
日止，对购置1.6升及以下排
量的乘用车按7.5%的税率征
收车辆购置税。

对此，部分车企为降低

购置税新政给新车销售带来

的影响，纷纷推出购置税补

贴优惠。其中，部分车企的

补贴政策惠及全系车型，另

外一部分则仅针对部分车

型，且各家车企的补贴政策

截止日期不一。

广汽传祺

车型：传祺 GA3S、GS4、
GA61.6L及以下排量车型

时间：2017年1月1日起
(截止日期待定)

2017年 1月 1日起购买
上述车型，可继续享受2.5%
购置税补贴优惠，国家购置

税上调部分，由广汽传祺方

面承担。

一汽丰田

车型：卡罗拉、威驰

时间：2017年1月1日起
(截止日期待定)

自2017年1月1日起购

买卡罗拉、威驰的客户，可享

受购置税减半优惠，国家购

置税上调部分，由一汽丰田

方面承担。

广汽丰田

车型：雷凌1.2T、致炫
时间：2017年1月1日-2

月28日（针对该期限内订车
并在 2月 28日前交车的客
户）

自2017年1月1日-2月
28日下订雷凌1.2T或致炫车
型并在2月28日前交车的客
户，可继续享受购置税减半

优惠，国家购置税上调部分，

由广汽丰田方面承担。

奇瑞

车型：瑞虎7、瑞虎5、瑞
虎3、瑞虎3X、艾瑞泽5、艾瑞
泽7等指定车型

时间：2017年1月1日-2
月28日

奇瑞针对旗下部分车型

推出购置税补贴政策，在

2017年1月1日-2月28日期
间，购买瑞虎7、瑞虎5、瑞虎
3、瑞虎3X、艾瑞泽5、艾瑞泽
7等指定车型的客户，仍可享
受购置税减半优惠，国家购

置税上调部分，由奇瑞方面

承担。

陆风

车型：陆风X5、X7
时间：2017年1月1日-2

月28日
陆风汽车针对旗下部分

车型推出购置税补贴政策，

凡在2017年1月1日-2月28
日购买陆风 X5及 X7车型，
均可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国家购置税上调部分，由陆

风方面承担。

上汽荣威

车型：荣威RX5
时间：优惠截至 4月 30

日（该优惠针对在 2017年 4
月30日前提车的30T车型）

在 2016年 12月 31日前
订购荣威RX520T（1.5T）车
型的用户，如在 2017年 1月
1日至 4月 30期间提车，即
可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国

家 补 贴 2.5%，厂 家 补 贴
2.5%）；针对荣威 RX530T
（2.0T）车型，凡是在 2017年
4月 30日之前提车的用户,
继续享受 7000元的购置税
补贴。

部分车企购置税补贴一览

新款景逸S50

汽车在使用过程中，达

到一定时间和里程时，车主

需要给车辆进行保养，其项

目主要围绕动力系统和刹

车系统。但是安全带也需

要定期进行检查和保养，否

则一旦在需要时它不在工

作状态，车上人员的生命安

全将很难得到保证。

事故后一定要

更换安全带

安全带虽然只是一根

简单的可以扣起来的带子，

但 在 关 键 时 刻 能 救 你 一

命。发生碰撞事故时，安全

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缚在

坐椅上，配合安全气囊的缓

冲保护，可以将撞击引起的

伤害大大降低，但是，随着

车辆使用期的加长，安全带

也会随之老化，最主要表现

是内部卷簧器老化。

此时安全带会过松或

不能及时拉紧，这说明安全

带已经不适宜继续使用了。

如果安全带过松容易

导致驾乘人员从安全带下

滑出，造成严重的损伤。人

在碰到气囊后，由于安全带

张紧余量过大而未能及时

绷紧，人的全部重量都交给

了气囊，此时很有可能导致

驾乘人员严重受伤。

自己动手

进行日常检查

检查安全带是否老化、

失去张紧感等是比较容易

的，车主可以自己动手检验

安全带的健康情况，一般安

全带装置都有安全带拉力

限制器功能。另外，平时要

经常检查搭扣上松开按钮

的位置，确认这个按钮必须

能够方便地触及以及轻松

打开，以便发生意外时能够

解开安全带。

当安全带太脏时，可以

用中性肥皂和微温的水，用

布或海绵沾湿后进行擦洗，

但 不 能 使 用 染 料 或 漂 白

剂，也不要用硬毛刷子刷

洗，以免降低安全带的抗拉

强度。在安全带未干之前，

不要使用。检查锁扣有没

有异物进入，如果有灰尘进

入肩部安全带的铰接处，会

使安全带反应缓慢，及时用

清洁的干布擦干净。

如果安全带老化或者损

坏，必须去4S店更换。安全
带不能随便拆卸，如果有问

题一定要请专业人员维修。

正确使用

才能保证安全

据笔者了解，正确使用

安全带的方法是先调整好坐

椅后坐直身体，先抓住安全

带头部的锁舌，沿着身体往

下拉，其间不能让安全带扭

结，然后将锁舌扣到搭扣中。

为了确保安全，可以在

扣好安全带之后往上拽一

拽锁舌，确认安全带是否已

经完全锁住。如果椅靠背

倾斜过大可能导致安全带

不能正常伸长和收卷。

除了肩部安全带以外，

腰部安全带也比较常见，在

佩戴这种安全带时应该尽

量系低一些，紧贴髋骨下

部，不要系在腰部。一旦在

发生碰撞时的碰撞力会作

用在盆腔的骨骼上，最大限

度保证人体的稳定。

汽车安全带也会老化

宝骏旗下全新小型SUV——宝骏
510将于近期上市，新车推出搭载1.5L
发动机的3款车型，售价区间为5.98万
元-7.58万元。

宝骏510定位于小型SUV，新车采
用与宝骏以往车型完全不同的全新设

计，大灯为分体式布局，上边细长锐利

的是LED日间行车灯，下方六边形大灯
才是远近光大灯。前格栅周围的镀铬

装饰延伸至上方的日间行车灯，使前脸

看起来舒展大气。

配置方面，新车全系标配外后视镜

电动调节、车窗遥控下降等配置。此

外，豪华型还配备了无钥匙进入/一键
启动、多功能真皮方向盘、自动空调、电

动座椅、全景天窗等配置。

动力方面，新车搭载了一台与宝骏

730相同的L2B1.5L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112马力（82kW），峰值扭
矩147牛·米，传动系统匹配6挡手动变
速箱。

宝骏510

随着南阳私人汽车的普

及，汽车保险也成为老百姓随

之而来的附加消费。不过很

多车友只知道买车险，而对于

在出了情况之后怎么办却是

一头雾水，下面为大家介绍理

赔流程。

车辆出险和报案

出险后首先要做的是及

时向交通管理部门报案及向承

保公司报备，告知损坏车辆的所

在地点、事故发生的时间以及事

故的起因，以便对车辆查勘定

损。

保留现场多拍照

无论是单方、双方或者多

方事故，如果没有伤亡的情况

下，尽可能拍摄现场，保留好行

车记录仪数据，方便交警和理赔

员取证，出现有伤亡的人员时，

要第一时间先拨打120急救，等
待交警进行进一步处理。

取得证明填写出险单

根据现场交警指示出示

行驶证、驾驶证等相关证件，

填写《交通事故确认书》。

理赔员将根据《交通事故

责任认定书》、现场查勘和初

步定损工作，发出《机动车辆

保险出险/索赔通知书》，双方
签字确认。

勿包揽事故责任赔偿

发生事故后，在交警和保

险公司未认定责任方时，切

忌随意答应赔偿事项。保险

公司根据车主承担的责任轻

重制定了不同的赔付比例，

如果出现与车主答应的金额

有差距，多出部分将由车主

自行承担。

切忌先修理后报销

另外车主需要留心，一些

修理厂会让事故车辆用“另

类”的方式，如现场做假、夸大

受损等以达到多得赔付款的

目的。这些方式一旦被保险

公司查实，车主不仅需要自己

承担责任，还会在保险公司留

下不良记录。

汽车保险理赔流程记心间

出事故不要盲目私了

2017年车市“开战”

各车企的“小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