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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资讯

组版 余淼 校对 张蕊

本期关注

本报记者 陈晓璞

上周，记者走访南阳车市了解

到，与元旦假期销量火爆的场面相

比，节后的车市显得异常冷清。眼

看1月过半，各家经销商不得不举
办形式各异的促销活动吸引消费

者，争取“开门红”。

遭遇风雪 车市转冷

元旦过去十多天了，记者从多

家4S店获悉，元旦至今销量不佳，
相比元旦期间有所下降。对此，有

车商表示，客流量的减少，主要是购

置税优惠截止带来的影响，而月初

的雨雪天气又让此情况“雪上加

霜”。

上周末的两天，我市大部分车

商都在店内或者酒店举办各种促销

活动。不少品牌推出了补贴政策，

来弥补购置税税率上调带来的影

响。

恒康大众 13日在酒店内举办
了厂家购置税补贴特卖会。“1月份
任务压身，进店量这么少，不办活动

不行啊！”该店市场部经理无奈地

说，车市政策变化，车市遇冷也在意

料之中。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

也让不少消费者不愿意进店看车，

“这几天进店量还有所回升，下雪的

那几天几乎没人，仅成交了一台

车”。

吉利天义豪推出了“税补惠民

感恩回馈”活动，凡是2月28日前购
买吉利全系车型的客户均可以享受

补贴2.5%购置税的政策，按揭购车
最高可享24期0息的金融政策。

斯柯达总经理谈及这几天的生

意，直说“冷”：销售人员手里连个意

向客户都没有，有些车型优惠了两

万元，可消费者依然不为所动。而

多位经销商也向记者表示，节后与

上月底相比，到店量和销量均有大

幅下滑，“1月上旬要买车的都在
上月底买了，那时候还能少 2000
元”。

客户买车 热情不高

虽然车商各种促销手段使尽，

消费者却并不怎么买账。有不少车

商表示，元旦过后，客流量一天能有

七八拨人就已经不错了。

针对近期的购车状况，记者采

访了部分消费者。城区高先生表

示，现在买车虽然也有优惠，但是没

有以前那么大。另外，看中的车没

有现车，现在订车也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回来，所以干脆过了春节后

再买。

“我要买的这款车不仅没有优

惠还要加装5000元的装饰，所以也
不急，等一段时间再说。”看中一款

合资SUV的李女士表示，她要买的
是一款热销车型，由于买家多，提车

周期长，所以也不急于在这个时间

买车。

有车商表示，从元旦过后车市

的情况来看，消费者买车的热情都

不高。一是优惠没有以前大，二是

很多车商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清
仓出售，现在库存的车型不全，所以

很多消费者也不急于这个时间段出

手。

由于今年 2月中旬是农历新
年，再加上部分车型缺货，一自主品

牌车商表示，现在购车也赶不上春

节用车了，不如春节后再购车。根

据往年经验，春节后车市会进入淡

季，此时市场优惠也会较现在多一

些。

豪车平稳 优惠“缩水”

相对于其他品牌，豪车市场相

对稳定。2017年,中国豪车市场争
夺激烈，根据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在华奔驰品牌共销售587868辆，
宝马共交付594388辆新车，奥迪(含
进口车)更是累计交付595288辆新
车，连续30次夺得中国豪华车市场
年销量第一。

豪华品牌之间的竞争，也实实

在在地给消费者带来了利好。不过

随着春节的到来，不错的销售成绩

让车商们也开始把控优惠的幅度。

位于信臣东路的宝马 4S店市
场经理就坦言：“去年厂家给的任

务已经完成，有些车型一直卖得

不错，加上车源紧张、天气等因

素，所以车价相比之前肯定有所

上涨，有些车型还有现车，有些需

要节后才能提车。”据了解，目前

宝马 5系均没有优惠，3系、X1、
X3、X4、X5价格都有不同幅度上
涨。很受年轻人欢迎的紧凑型

SUV宝马 X1，目前有着最高 3.48
万元的优惠，而不久之前X1最高
优惠是3.6万余元。

奥迪的优惠一直比较平稳。例

如奥迪主力车型中的Q5，目前购买
部分车型仍可优惠9.98万元。赢嘉
奥迪店工作人员介绍，虽然奥迪有

些车型进行了升级换代,但是并没
有加价销售。至于大家熟悉的奥迪

A4，优惠高达5.46万元。
而今年销量增幅明显的奔驰，

在南阳车市也是稳步增长。奔驰C
级、E级、GLC和GLA，这些豪华车的
细分车型都是热销车，跟此前一样，

除了置换补贴一些，价格上基本上

没什么优惠。累累累3

元旦后车市遇冷 春节后价格或低

配置丰富 品质高

新年可以出手的合资SUV

随着主力消费人群日渐年轻

化，车辆的细节品质以及配置丰富

程度越来越受到关注，而主力购车

区间也正是15万元左右，符合很多

人首次购车的预算。今天就为大家

甄选了四款15万元级别的合资SUV

产品。

作为年度改款车型，2018款
雪铁龙C3-XR在外观、内饰以及
售价方面均未发生改变。主要改

变集中在了配置的提升上，并提

供24期分期免息的金融优惠政
策以及各类新年优惠活动。

新车配备了大尺寸中控触摸

屏，可实现导航、娱乐咨询、智能互

联、信息通讯、安全保障、防盗以及保

养提醒等功能。C3-XR在自动挡车
型上全系标配了STT智能启停系统、
ESC车身电子稳定系统，另外根据级
别，配有定速巡航系统、DCS动态舒

适底盘系统、坡道起步辅助系统、倒

车影像等配置，在同价格区间内，配

置全面丰富，性价比具有跨级优势。

同时，新车采用了大面积的

玻璃车顶设计。动力方面，C3-
XR 2018款 搭 载 1.6L、1.2T及
1.6T三款发动机。累累累3

新款上汽通用别克昂科拉外观

基本延续了海外版车型的设计，前

脸造型更加紧凑，车标两侧加入了

镀铬饰条形成了最新的“飞翼式”

中网，并在前后灯组内部加入了

LED光源。
新车内饰整体偏向驾驶员一

侧，独立式的中控屏幕被镶嵌

在中控台内部，中控台层次分

明，整体风格较现款更加年轻

运动。

新款别克昂科拉外观方面全系

标配了车顶行李架、防夹电动天

窗、外后视镜电加热/电动调节、
无骨雨刮、LED日行灯，高配则配
备了LED尾灯、车窗镀铬条、前/
后防擦护甲板等。

动力系统方面，别克新款昂科

拉将继续搭载一台1.4T涡轮增压发
动机。累累累3

广汽三菱新款劲炫ASX主要
针对配置进行了升级，动力方面

则沿用了现有的1.6L和2.0L自然
吸气式发动机。

新款劲炫ASX与老款车型基
本保持一致，其前脸依旧采用了

造型独特的X形设计，搭配宽幅
银色镀铬装饰条，使整车看起来

极具个性。车身尾部，其多边形

尾灯组与前大灯组遥相呼应，可

以看出，其尾部配备了四个雷达

探头。

广汽三菱新款劲炫在内饰

方面进行了升级，车内包括座

椅、门饰板、方向盘以及档把在

内使用黑色皮质内饰；空调口采

用全新设计，带有 6.1英寸显示
屏的音频系统提升了车内档次

感。此外，新车高配车型还配备

倒车雷达、智能导航系统、前排

座椅加热、一键启动/智能钥匙等
配置。累累累3

外观设计方面，东风日产全新

逍客基本延续了海外版的造型。车

头采用了日产最新家族式的V形镀
铬进气格栅，

内饰设计方面，大部分造型都

继承了日产的家族设计基因，规整

的中控台，人机工程学考量出色，

操作顺畅便捷；而环抱式座舱，

又令舱的整体氛围更加运动。内

饰用料做工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成

熟度，触手可及之处都进行了软

性 包 裹 ， 高 级 感 更 加 强 烈 。 另

外，除了常规舒适性配置外，高

级的安全配置均出现在新一代逍

客上，如预碰撞智能刹车辅助系

统、油门误踩智能刹车辅助系统

等，VDC车辆行驶动态控制系统
更是全系标配。

动 力 系 统 方 面 ， 型 号 为

MR20DD的2.0L自然吸气直喷发动
机，这款动力系统在动力性、燃油

经济性、平顺性和后期维护保养等

方面有着多重优势。累累累3

烂车先烂底，可底盘却是最易

被车主忽视的部位，汽车底盘保养

得好坏会直接影响汽车的操控性、

舒适性和经济性等性能。注意以

下几种方法，底盘保养好了，车子

至少能多开五年。

加装底盘护板

底盘护板原本是越野车专用，

原装的轿车和SUV都是没有，加装
底盘护板的话，可以对行车路上的

泥水砂石撞击起到很好防护。对

于加装底盘护板，很多人可能会担

心护板的重量太大，增加车重提升

油耗；或是担心加装护板后，有风

阻异响增加或是散热保养受到影

响。其实，护板的材质有很多种，

选择材质轻便的护板对整车重量

影响并不大；同时护板也有专门的

排气孔和保养专用孔，散热、放机

油、保养汽车都没问题。

保护底盘先关注轮胎

底盘是除轮胎以外最近地面

的部位，所以轮胎胎压一定要适

中，太高容易爆胎，要是在行驶中

爆胎，不仅容易发生事故还会对底

盘造成一定的程度的损伤。而胎

压太低，汽车阻力增加，油耗也会

相应增加。

进行底盘封塑

底盘封塑是将一种高附着性、

高弹性、高防腐和高防潮的柔性橡

胶树脂厚厚喷涂在底盘上，可以将

防护层牢固地附着在底盘上，可以

隔绝酸雨、除雪剂的侵袭，同时还

可以隔绝一部分来自底盘的杂

音。如果汽车经常在潮湿、带有腐

蚀气体或液体的环境中行驶，那就

很有必要做底盘封塑了。

定期清洗底盘防锈

冬季行车，底盘肯定会有不少

积雪或污泥，为防止底盘被腐蚀，

定期清洗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

底盘有特别厚重的油污，就需要用

去油污的清洗剂和铲子小心清洗,
使底盘露出原有的本色。如有生

锈,用砂纸打磨除锈。待到汽车底
盘完全烘干后，再均匀喷涂底盘防

锈剂，使防锈剂形成持久的保护

膜，全部完工后再进行自然风干。

少走坑洼不平的道路

行驶路上，要尽量避开坑洼不

平的道路，不然很容易刮伤底盘或

托底，陡坡也不要轻易去尝试，因

为很容易卡住，这对底盘都有很大

的损伤。因此日常的行驶要找平

整的水泥、柏油等路面。

多检查车辆机油、齿轮油、

刹车油

平时要养成经常检查车辆油

路的习惯，看看各个储液罐的机

油是否在上、下两个刻度线之间，

如果低于下线就要及时补充，如

果油面下降较快，说明系统有渗

漏，需立刻检查出渗漏部位，及时

修复。

总结：爱车先从底开始，不要

等底盘真的受损出问题影响到日

常操控时再保养，到那时汽车的问

题已经非常严重了，甚至会影响汽

车使用寿命。

怎样保护容易被忽视的汽车底盘
车主讲堂

为什么不能
用力关车门

开车时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乘

客，他们在上下车关门时，那动静震得

车里车外的人都能感觉世界在颤抖。

用力关车门真的对汽车是有不良影响

的。表面看车门，并没有什么重要的

汽车部件，而且构造也不及发动机那

些核心部件精密。但是车门还是不同

于其他普通的门，里面依然有数不清

的配件，如防撞梁、玻璃升降器、密封

条、隔音层、门锁、感应器等，甚至一部

分车门上还有座椅调节的按钮。

用力关门对车的损害

会使车门和车身受伤。有些车主

总嫌自家车噪声大，车门被关坏了的

话，那噪声也是大得不行。

容易使车门老化。车门和车身之

间有铰链和限位器，经常用力关门，会

让铰链和限位器松动，也会让车门内

的部件发生松动。

会使门产生永久性变形。经常用

力关门还会使门产生永久性的位移

（变形），并且是肉眼看不到的，等门变

形了我们都还不一定能知道。

正确关车门的方式

下门后将车门推送到离车身10-
15厘米的地方，然后再稍微用力关上
车门即可。或者是慢慢地推，直到门

关上再松手，声音就会小很多了。累累累3

冬天上车
如何防止静电

冬天由于空气太干燥，静电成了常

见的现象。那该怎么除去车内静电呢？

安装静电放电器。放电器本身价

格不贵，外形类似天线装置，主要安装

在车顶发挥作用。这算是最直接的办

法了。

选好车辆内饰材质。聚丙烯腈纤

维、尼龙、涤纶和醋酯纤维等材质是容

易引起静电的，相反，皮质和纯棉材质

就能改善静电状况。

安装加湿器。既然静电是因为空

气太干燥引起的，那么应对办法就是

让空气变湿润。可以购买一个小小的

车载加湿器，加湿器能够让车内的空

气湿度增加，从而免除静电烦扰。

尽量不开暖风。冬天比较冷，如

果您觉得宁可冷一点也不要被静电电

到的话，可以不开暖风设施，这样会使

车内空气不那么干燥，从而能够避免

静电的产生。

钥匙除电法。很多车友应该遇到

过开车门的时候被电到的经历，这个

时候其实可以利用手边的车钥匙或家

里钥匙来解决。办法是手尽量大面积

地接触车钥匙的金属部分进行放电，

然后再用钥匙的金属头碰车门，这样

就能避免被静电电到。

多喝水。既然静电是因为空气和

人体皮肤都干燥才产生的现象，那么

可以在上车之前洗一下手,然后抹一
些护手霜之类的产品,保证手部皮肤
的湿润。也可以多喝一些水，让人体

保持水分充足的状态，就可以免除被

静电电到。累累累3

2017中国新能源
车卖了56万辆

根据乘联会厂家数据，2017
年12月我国新能源乘用车单月销
量达到9.8万辆，同比增长132%，
环比11月增长1.6万辆；1-12月累
计销量为56万辆，在2016年32万
辆的基础上增长超过七成。

在全年车市增速仅 2.1%的平
淡表现下，新能源汽车无疑成为最

为抢眼的板块，全年20多万辆的
增量不但给乘用车市场 （2017年
同比增加50万辆） 贡献了近半的
增量，同时其顽强的月度环比向上

走势亦成为全年车市不可多得的亮

点。累累累3
（中青）

比亚迪第30万辆
新能源车下线

1月9日，比亚迪汽车第30万
辆新能源车正式下线，成为比亚迪

在新能源领域的又一个里程碑。自

2008年正式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双
模电动汽车F3DM以来，十年时
间，比亚迪亲身参与并引领中国新

能源汽车产业的前行。凭借领先的

核心技术、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产品

布局，比亚迪在新能源领域锻造出

强大的竞争实力。

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引领

者，比亚迪新能源车的产销规模不

但在国内市场持续领跑，而且连续

3年排名全球销量第一，截至2017
年底，比亚迪在全球新能源汽车市

场的占有率攀升至13%。累累累3
（新华）

2017全国充电桩
达44万个

1月11日，中国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促进联盟（以下简称“充

电联盟”） 公布了2017年度全国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推广应用情

况。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公共
类充电基础设施（联盟内成员单位

上报） 保有量达213903个。全国
随车配建私人类充电基础设施约

231820个。按照172万辆的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计算，我国新能源汽车

车桩比约为3.8:1。累累累3
（中青）

汉腾凭 3款新车
收获多项大奖

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汉腾汽
车凭借3款新车在竞争激烈的中国
汽车市场初步站稳脚跟。荣获“最

具成长价值新兴企业”、“首届中国

汽车品牌影响力大奖——新生力量

品牌”、“2017年度十佳品质评选
‘杰出贡献奖’”等奖项。

“欧派大SUV”汉腾X7是汉腾
汽车秉承欧洲标准打造的首款SUV
车型。自上市以来，保持月均5000
台的销量，喜获“2017国产SUV车
型大奖”、“年度最佳口碑中国品牌

SUV”、“2017年度最佳人气奖”等一
系列殊荣。

继汉腾X7之后，汉腾汽车打造
的“新生代品智SUV”汉腾X5先后
荣获“2017年度最值得期待车型”、
“最值得期待SUV”等奖项，又获得
“年度风尚 SUV”、“2017年度高品
质SUV”等奖项。而在不久前公布
的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2017年
度C-NCAP第四批测试结果中，汉
腾X5以55.2的高分荣获五星安全
认证。

而刚刚上市的汉腾 X7S在设计
上采用欧洲最新设计理念，整体风格

运动时尚，在广州车展上荣获“2017
年度最受关注SUV”，为奋进新时代
的汉腾汽车再添荣耀，也为消费者带

来更多样化的产品选择。累累累3

大众召回奥迪Q3
和进口夏朗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
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向国

家质检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决定自

2018年 1月 31日起召回以下车
辆，共计512辆。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2016
年11月7日至2016年12月3日期
间生产的部分国产2017年款奥迪
Q3汽车，共计467辆。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

司2016年9月13日至2016年9月
28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2017年
款夏朗汽车，共计45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

由于供应商制造原因，前排乘客前

安全气囊中气体发生器的压力容器

和点火器之间的焊接不良，可能导

致安全气囊在展开时充气不足，造

成对乘员保护作用降低，存在安全

隐患。累累累3 （中青）

展厅冷清

东风雪铁龙C3-XR
官方指导价：10.88万-17.18万

上汽通用别克昂科拉
官方指导价：13.99万-18.99万

广汽三菱劲炫

官方指导价：11.48万-14.98万 官方指导价：13.98万-18.98万

东风日产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