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汽车的普及，开车回家

过年的人越来越多，难免会遇到

上高速路上错过路口或长时间驾

车等情况。为了确保春节期间安

全出行，这里为驾驶员提出一些

驾车建议。

错过高速路口 切莫倒车

对于平日里很少上高速路的

驾驶员来说，由于对路况不熟

悉，很容易错过高速路口或下错

高速路出口。遇见这种情况，有

些人会选择原地倒车或掉头。可

是路上还有很多车辆在高速行

驶，忽然停车、倒车、掉头都十

分危险，稍有不慎，就会造成连

环车祸。

若是错过了高速路口或是下

错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倒车。错

过出口时，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

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个出口下高

速路。如果迷失方向，可以在出

收费站时询问收费员或打 12122
咨询。

路过高速盲区 减速备刹

高速公路上的弯道出弯口、

进出隧道口等区域都有比较大的

盲区，而驾驶盲区的存在，无疑

是比较危险的。因此，建议车辆

在弯道出弯口、进出隧道口时应

遵循“左弯靠右，右弯靠左”的

驾驶原则，以尽可能减小出弯道

时的盲区。当然了，无论是在出

弯口，还是在隧道口等有盲区的

区域，都要减速备刹。

在高速公路上，道路变化路

段无疑是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

区域。如高速枢纽、弯道、高速

进出口等区域，车辆经常会出现

刹车甚至急刹情况，要是车速太

快，跟得太紧，很容易引起交通

事故，所以当车辆进入道路变化

路段时，一定要减速备刹。

连续驾车不超4小时

长时间匀速行驶，驾驶员会

渐渐感到困倦、四肢无力、注意

力不集中、判断能力下降，甚至

出现精神恍惚等现象，有可能导

致动作迟误或过早、操作停顿或

修正时间不当等不安全因素，极

易发生交通事故。

回家途中应合理安排行车时

间，连续驾车不得超过 4小时，
避免夜间行车或疲劳驾驶。累累累3

相关链接

春节期间

小型客车高速路免

费通行时间

今年春节 7天长假，7座

及以下小型客车可继续享受

高速路通行免费大餐，时间为

2月15日（除夕）00:00至2月

21日（正月初六）24:00。免费

通行期间，符合免费规定的车

辆无须领卡通行。

据交警大队人员介绍，普

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

站收费车道的北京时间为准，

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

费车道的北京时间为准。也

就是说，如果你在 2月 14日

（腊月廿九）晚上开车进高速，

2月15日（除夕）00:00之后出

高速，也可享免费政策；但如

果车辆在 2月 21日（正月初

六）24:00后驶离出口收费车

道，就需交费了。

7座以下（含7座）载客车

辆，包括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

行驶的摩托车。

值得注意的是，皮卡车虽

是7座以下车辆，但属于货车，

而非客车，不属于免征范围。

春节开车走高速
这些事项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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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车主讲堂

本报记者 陈晓璞

从2月初开始,南阳车市渐入
佳境，不仅销售红火起来，售后也

是人满为患。春节临近，各家 4S
店更是张灯结彩喜迎春节，南阳车

市年味渐浓。

节前人气渐涨

“近期车市,销售形势喜人,一
扫上个月沉闷状况。”汽车业内人

士杨先生表示，随着春节的临近，

近期车市人流量明显提升，消费者

都想在节前购得新车。一些车商

为抢占市场,积聚人气,还适时推出
了主题活动,让消费者目不暇接。

上周，记者走访车市发现，在各

家4S店都能看到不少前来看车的
居民。不少车商表示，多数客户带

着强烈的意向来看车，热情很高，因

此在选车、议价等环节也特别爽快，

部分热门车型很早就卖完了。

“年初由于政策及天气原因,不
少车商都反映销量达不到预期。不

过,临近春节,刚性需求集中释放,车
市开始回暖。”长城哈弗店总经理告

诉记者。在走访中,多数车商均反
映,近两周迎来了销售的高峰期。据
东风小康店市场经理介绍,该店上周
一场活动下来就成交了60余台。

据各经销店反映,与上月相比,
春节前的销售额增长均在15%以
上,部分4S店销量甚至接近平时的
两倍。以长安汽车为例,该店上个
月的销量在40辆以上,而这个月到
现在销售量几乎翻了一番。

中澳总经理介绍,根据往年的
经验,春节前一个月都会进入销售
高峰期，而今年比往年销售高峰期

略有延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年

前急着提车的消费者众多，如果确

实想要在春节前提到车，现在就应

该积极选好车型，不可再犹豫，并

要确认自己所选车型能否及时提

车，并在订车时注意提车的周期，

以免耽误过年的出行。

汽车扎堆保养

另外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临近

春节，许多车主开始集中将车辆送到

4S店维修保养，节前汽车保养高峰来
临，加上部分4S店员工请假回家，目
前4S店的售后接待非常紧张。

上周，多家 4S店的工作人员
都表示，近段时间以来进店做维修

保养的车主明显增加，日进店量是

平常的一倍。一家自主品牌4S店
售后主管告诉记者，平常来店做保

养的车辆一天就二三十辆，最近一

周每天达到五六十辆。该工作人

员表示，许多车主打算春节期间自

驾出行，所以提前开车过来保养，

店里的工作量大增，现在每天早上

9点后就有车辆排队保养。
车商们建议，春节准备出远门

的车辆的确需要进行维护检查，不

出远门的话就不必赶在这个时候

进店保养，完全可以等到春节后。

有些车主担心春节期间车辆出了

故障怎么办，记者采访的多数 4S
店表示，从除夕到初七都会安排部

分员工值班，但只开展机电之类的

简单业务，正月初七开始正常上

班，等到元宵节后，包括配件预订

等服务都会恢复正常。不过，就算

是全员休息阶段，4S店也会有员工
在家待命，车主如果遇上紧急情

况，仍可以拨打4S店的24小时紧
急救援电话。

年会激励员工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各品牌展

厅擦拭一新，张灯结彩，新春意浓；

每家店展厅内车型齐全，一字排

开，犹如列阵士兵，朝气蓬勃，温馨

喜庆的购车环境，温暖人心的价位

让不少客户爽快订单，成为车主。

年底，举办年会也成了车市的

主旋律。上周，我市众多4S店及
汽贸集团纷纷召开年会，邀请公司

员工及车主齐聚一堂，分享一年来

取得的业绩。

南阳庞大、宏邦、威佳、恒康……

这些汽贸集团在年会上不仅表彰

了店内评出的“最佳销售员”、“最

佳售后员”、“年度优秀员工”和“年

度新人奖”等奖项，员工们自编、自

导、自演的节目精彩纷呈，欢庆热

闹的场面，呈现出汽车大家庭的欢

乐与和谐，彰显了汽车人的贴心和

温情。

“2017年的骄人业绩，值得南阳
庞大奔驰人骄傲和自豪。”在南阳庞

大奔驰举办的年会上，总经理致辞

说，2017年注定要在南阳庞大奔驰的
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

年，在公司员工的努力下，集团两店

共销售新车900多台，他号召员工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再创辉煌。

一家4S店老总表示，公司取得
的业绩离不开员工的倾力奉献和付

出，年会就像是家宴，不仅调动和激

发员工的参与热情和青春活力，而

且展示了企业的形象和员工的精神

面貌，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累累累3

春节临近 车市年味渐浓

2018已经起航，车市开始了
新一轮厮杀。刚刚步入2月，不
少车企迫不及待地公布了1月成
绩单。今年虽然购置税优惠政策

退市了，然而主流车企的终端销

量均实现了正增长，迎来了“开

门红”。

奥迪:取得 60688辆的好成
绩，相比去年同期的3.52万辆实
现73%的增长。

沃尔沃:在华销量达 11537
辆，同比增长38%。中国市场增

速远超全球市场，并创下了近半

年（2017年8月-2018年1月）来
增速新高。

广汽三菱:销量 15682辆，
同比增长96%，成绩耀眼。

东风本田:销量 67455辆，
同比增长40.4%；终端销量55363
辆，同比增长15.7%。

一汽-大众:将 2018定义为
“攻坚”之年，挑战210万的销量
目标。1月，大众品牌共销售新车
132208辆，同比增长了9.7%。

广汽丰田:今年挑战50万辆
全年销售目标，数据显示广汽丰

田 1月份终端零售量达到 48788
辆，同比增长21.5%。

广汽本田:销量 70811辆，
同比增长7.5%，

一汽马自达:销量达到13476
辆，连续 5个月销量突破万辆，
成功步入月销万台新常态。

东 风 日 产 : 销 量 达 98302
辆，轿车与SUV车型整体均呈现
增长态势。

上汽通用别克品牌:销量为

111307辆，同比增长了0.1%，与
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广汽传祺: 销量突破 6万
辆，同比增长 30%。继 GA4之
后，传祺将于年内再推三款重磅

车型冲击70万销量目标。
东南汽车:销量 18117辆，

同比增长51%。今年东南汽车将
推出首款电动 SUV 产品，并

向 16.4万辆的全年目标发起冲
击。累累累3

2018年车市迎来开门红

汽车资讯

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

是汽车业的热门话题，是我国汽车

业转型升级的两大突破口。在日前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17年工业
通信业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工

信部部长苗圩介绍，中国新能源汽车

“目前处在世界前列，无论产销量还

是充电设施建设普及程度，中国都处

在前列”。而这基于如下的判断:

一是产销量位居世界第一。去

年新能源汽车生产79.4万辆、销售

77.7万辆，连续三年位居世界第一；
保有量180万辆，占全球市场保有
量50%以上。

二是技术水平明显提升。2017
年底和2012年比较，动力电池单体
能量密度提高了2倍，价格下降了
70%。一批领先车企纯电动汽车主
流车型续航里程都可以达到300公
里以上，与国际水平相当。

三是产业体系基本建立。新能

源汽车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增强，从

电池、电机、电控系统整个产业体系

比较完整，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动力

电池生产国。

四是企业竞争力大幅度提升。

有4家企业进入全球新能源汽车销
量前10名，新能源客车出口已达30
多个国家和地区，部分电池电机企

业已成为国际跨国车企的供应商。

五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

进。北京、上海和深圳等特大城市

建成规模化充电服务网络，车桩比

1.3-1.5，国家电网公司在高速公路
沿线布局建设充电设施。

苗圩信心十足地称，新能源汽

车有望体现汽车业“换道超车”的样

板，新能源汽车成为我国汽车产业

转型升级、实现跨越发展、抢占先机

的重要机遇。智能网联汽车方面，

苗圩认为关键技术研发和自主产品

市场化、产业链布局、测试示范等取

得了一些突破，但跟发达国家还有

差距。累累累3 （新华）

新能源汽车实现“换道超车”

刷脸坐车、无人驾驶……这些

看似科幻的场景，在不久的未来将

成为现实。

业内人士表示，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共享化、轻量化已成为

新型汽车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围绕

这一趋势推动技术创新、探索新的

商业模式，是本土车企实现“蝶变”，

加速自身发展的关键所在。

去年以来，多地开始布局新能

源智能汽车产业，并将其作为未来

发展的重点产业。业内人士认为，未

来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将更“智能”，新

能源汽车将与人工智能、5Ｇ通信紧

密结合，环境感知、智能决策、集成

控制等智能化技术受到广泛应用。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能源

汽车研发中心执行副主任彭庆丰表

示，未来的智能网联汽车不仅将实

现全自动无人驾驶运行，还将具有

自动保持安全车距、个人Ｉ Ｄ识别、

自动诊断、休眠唤醒、客流实时监

测、人脸识别等多种功能。

合众新能源汽车创始人方运舟

认为，未来的新能源汽车不再是代

步工具，而是将成为如手机一样的

智能移动终端。“未来的智能网联汽

车将是人们休闲的移动客厅，而不

再仅仅是‘四个轮子上的沙发’。”

方运舟说:“汽车上的屏幕将是

除手机屏、电脑屏、电视屏之外，人

们离不开的第四块屏。汽车屏可通

过互联网技术和软件监控达到智能

互联的效果。但目前各家厂商标准

不统一，技术嫁接不起来，缺乏统一

的载体。”

专家认为，发展新能源汽车是

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

由之路，是中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

超车的历史机遇。

事实上，我国新能源汽车在技

术水平、企业实力和配套环境上，已

取得长足进步。目前乘用车主流车

型的续驶里程可达300公里以上，
如合众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已达

300至500公里。
不少具备领先研发能力的汽车

厂商也受到资本青睐，如知合出行

目前在电动整车、“三电”核心技术、

无人驾驶和电动车分时租赁等领域控

股、参股十余家企业。彭庆丰认为，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技术密集型也是

资本密集型战略新兴产业，为保持研

发和技术领先、储备更多未来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地方政府和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均支持合众新

能源汽车引入长期战略伙伴，并于

去年10月引入知合出行作为战略
股东，目前投资到位20多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传统汽车主要

依赖发动机的性能，而电控、电机和

电池“三电技术”则是新能源汽车的

核心竞争力。国产自主品牌插上互

联网和大数据的翅膀，通过技术创

新制胜电动车领域，才能实现弯道

超车。累累累3 （新华）

未来智能汽车什么样

又是一年春节到，春运“大

迁徙”已经拉开帷幕。除了坐飞

机和火车，选择自驾回家的人也

不在少数。为了保证出行安全，

专家建议出发前分四步检查汽车。

第一步:车辆外观检查

观察车辆的车灯以及各种信

号灯是否都工作正常。在高速上,
车灯至关重要,它是在马路上车辆
之间交流的一种方式。

第二步:“五油”安全检查

五油是指发动机油、变速箱

油、动力方向机油、刹车油以及

燃油。

1.机油。机油量标准量法:将
车停在平坦路面上,拉起手刹,关掉
发动机,并等待数分钟,让机油流回
油底壳。取出油尺,并用清洁的布
擦拭干净。插回油尺,且要完全放
到底,再次取出油尺,正常的油位高
度必须在油尺上的Max与Min两个
记号之间。如机油的颜色已经不

再清澈而变得乌黑浑浊,应马上更
换,别忘了将机油滤清器一同更
换。

2.变速箱油。变速箱油量标
准量法:启动发动机,让车行驶,使
水温表指针达到正常工作温度；

将车停在平坦路面上,拉起手刹(不
可关掉发动机)。发动机继续怠速
运转,脚踩刹车踏板；将排挡杆从
P挡位逐一换至L挡位,并在各挡
位停留数秒钟。最后将排挡杆排

在P挡位。取出油尺,并用清洁的
布拭干净。插回油尺,且要完全放
到底。再次取出油尺,正常的油位
高度必须在油尺上HOT范围内。

3.动力方向机油。动力方向
机油量标准量法:将车停在平坦

路面上，拉起手刹，取出油尺,并
用清洁的布拭干净。插回油尺,且
要完全放到底。再次取出油尺,正
常的油位高度必须在油尺上HOT
范围内。

4.刹车油。刹车油是最重要
的一种油,依照规定通常每年或每
行驶3万KM更换一次(以两者先
到者为准),若还未到更换时机,也
要检视刹车油存量,可先由刹车油
壶外的刻度判别,刹车油必须介于
Max与Min之间,若需要添加一定
要添加到Max位置,对于标号数不
同的刹车油,需严格控制避免混
用。

5.燃油。行车上路前一定要
检查燃油量是否充足。另外,还需
检查玻璃水是否装满,最好车上再
备一瓶玻璃水以及防冻液,雨雪天
气用处大。

第三步:“四压”安全检查

四压是指油压、电压、胎

压、气压。

1.油压。机油压力指示灯应
在钥匙打开时变红(未亮,需做进一
步的检修),发动机启动后10秒内
熄灭,如未在10秒内熄灭请马上熄
火,检查机油量。如油量充足,请进
厂做进一步的检修。若在行驶途

中,机油压力指示灯亮起,应马上找
地方停下来,利用油尺检查机油量
是否足够,不够时一定要加足。

2.电压。电瓶指示灯应在钥
匙打开时变红(未亮,需做进一步的
检修),发动机启动后10秒内熄灭,
如未在10秒内熄灭,请进厂做进一
步的检修。

3.胎压。长途行车前,应检查
全部轮胎压是否正常(一般车辆,在
车门柱上或手套箱内有胎压指示

表)。长途高速行驶会使轮胎表面
的温度升高,磨损也会加剧。要首
先检查每个车轮的胎压是否处在

正常范围内,如果胎压过低,则需检
查轮胎上是否有硬物刺入,或是有
裂口,视严重情况决定修补或更
换。除此之外,还应对轮胎花纹深
度和磨损均匀程度进行检查,并剔
除花纹中夹杂的石子等异物。若

花纹深度已经低于磨损底线,也应
及时更换。

此外,各种型号的轮胎其标准
胎压也不一样,详见汽车说明书。
冬季:以汽车轮胎标准气压为原则
适当进行调高0.2bar左右。夏季:
按汽车轮胎标准气压下限。

4.气压(真空助力制动式)。将
制动器踏板踏死后启动发动机,看
制动器踏板是否会下沉。若踏板

下沉,则表示真空辅助刹车作用正
常；若踏板没有下沉,应做如下检
查:找到从进气歧管接至刹车总泵
辅助器的黑色软管,检查它有无真
空作用,是否出现老旧破裂或阻塞
现象。

第四步:刹车系统检查

刹车系统对汽车的安全性能

发挥着主导作用,尤其是在高速行
驶时,若发生紧急情况,刹车系统
关键时能救你一命,因此，如果
平时做不到要定期检查刹车片或

刹车蹄片的厚度,那么趁着这次
春运回家,一定要仔细检查下。
当发现其厚度接近或小于制造商

规定的最小厚度时应立即更换。

检查刹车片的同时,还要检查刹
车盘或刹车鼓的磨损,如接触表
面出现凹痕要及时光盘或光鼓以

保证与刹车片的接触面积提高制

动力。

以上为长途行车前关键的自

查,狂热的机械爱好者们可以自己
动手。当然,可能触碰到机油之类
的油品,如果承认是机械白痴外加
懒人,那就去正规的汽车保养中心
进行处理,会更为方便快捷。总之,
长途旅行前,对车辆状态的安全检
查必不可少。累累累3 （董腾飞）

春节自驾回家

做好安全检查

威佳别克信臣路店一片祥和 董腾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