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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维修保养忙
汽车销售显冷清

售后“车满为患”
春节期间，我市不少居民驾

车外出探亲访友或自驾出游，节

后，许多车主第一件事便是将爱

车开进 4S店进行维修和保养，多

数 4S 店售后维修中心“车满为

患”。

节后第一天上午，记者在信

臣路一家 4S店里看到，售后休息

室坐满了前来保养车辆的顾客。

在维修车间，工作人员忙成一团，

每一个维修平台都停放有车辆，

前来保养的车辆在店前排起了长

队。“初六晚上回的南阳，幸亏提

前打电话预约，要不然今天排不

上。”李先生看着外面焦急等候的

车主庆幸地说。

“早上一上班就有不少没有

预约的车辆直接开到店里，预约

保养的电话也一直响个不停。”一

名售后员工告诉记者，进店车辆

中有大毛病的不多，更换机油、喷

漆、换刹车片等一些基本的保养

比较常见。

记者从各家 4S店了解到，目

前城区各家汽车 4S店的保养、维

修业务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排队现

象。简单的保养基本能在半天内

完工，但若需要做油漆、钣金等维

修，则至少需等上两天。现在各

大 4S店都已开通了维修保养预约

电话，建议车主们最好能预约一

下再去 4S店，以免白跑一趟。

展厅冷冷清清

与售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展厅内人气稍显不足。记者在北

京路一家 4S店内看到，除了 4S店
销售人员外，仅有的一名顾客还

是节前定的车，现在是来提车的。

“春节后销量下降也在预期

之中，毕竟节前释放了不少。”该

4S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春节放

假期间，公司虽然安排有销售顾

问值班，但由于物流、上牌手续等

因素，消费者购车受到影响，一直

到现在，店里没有卖出去一辆车。

按照惯例，春节放假期间本

就是汽车行业的“淡季”，从初六

开工这两天的情况来看，人气还

从各家汽车维修企业及 4S 店

售后车间的情况来看，春节归来需

要维修检查的车辆问题五花八门，

但最基本的几个常规项目，总是有

很多车主掉以轻心，导致“小事化

大”。

观察外观
过年期间不是去探亲访友，就

是在旅游的路上，一路奔走也很少

会注意自己的车子。如今长假归

来，车子不仅要该洗的洗、该打蜡

的打蜡，还要仔细观察一下有没有

什么外伤。或许一些小磕碰你没

有留意，但洗完车之后你就会发现

车身上“伤痕”累累，像转向灯、大

灯这样的部件关系到安全，如果有

问题最好还是先检查出来，不要出

了问题才补救。

查看油液

相信广大车主在春节出发前

都已经给爱车做足了准备，虽说

像防冻冷却液、变速箱油这些油

液并没有那么容易损耗，但如

果 你 春 节 期 间 跑 的 地 方 比 较

多，特别是路况比较复杂的话，

最好还是认真检查一下。至于如

何检查机油？有些新手可能会表

示有难度。其实并不难，只要你

把机油尺先擦干净，然后再伸进

发动机后拉出来检查，油液在上

线与下线之间便表示机油还足

够，如果低于下线就表示机油已

经不足。

保养玻璃
玻璃也要保养?没错，大家可

能觉得，挡风玻璃看上去很干净，

还要怎么保养?其实玻璃的保养就

是在容易看不到的地方，例如玻璃

上沾了油液，一下起雨来你就会发

现雨刮器怎么刮都不干净，总是看

不清楚路况。这时你就要用能够

去油脂的清洁剂来专门去除这些

挡风玻璃上的油液。另外，还要检

查一下雨刮器上的胶条，用湿毛巾

清洁一下，把夹杂的沙砾都清除

掉，这样就可以避免对挡风玻璃造

成永久性的“刮伤”。

清理车厢

长途驾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

在车内吃喝东西的情况。如果有

食物或饮料撒在了车里面，等到

潮湿气候到来，时间长了就很容

易发生霉变。因此春节回来建议

对车内进行一次全面的清洁，以

免有残留物质，特别是食物渣残

留车内。

刹车系统
刹车系统是与人车安全关系

最为紧密的地方。如果春节长途

驾驶，特别是跑过山路的话，对刹

车系统多少会有些影响。刹车系

统要检查起来可能需要一些专业

技能，但普通车主也可以自己简单

检查一下。首先要观察刹车片的

厚度，其次还要看刹车碟表面是否

光滑，有没有比较明显的凹槽。如

果发现异常情况，那就要去 4S店进

行检查了。

四轮定位
轮胎的检查很简单，直接用肉

眼来观察轮胎的外表，如果发现有

类似破损、鼓包的情况，就要及时

更换轮胎了。不过大多数情况都

是轮胎气压不足，只要及时打气便

可，保持四条轮胎胎压一致。如果

你发现有一个轮胎胎压特别低的

情况，就要仔细观察一下这个轮胎

是不是被扎了。因为有时候是被

扎后车传输线缓慢漏气，并不太明

显，如果确认漏气的话就要及时去

修补。

除了轮胎的状况要检查，在回

程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车

子行驶起来有没有异常情况，例如

容易跑偏等。因为一路的奔跑会

对底盘带来持续的冲击，四轮定位

可能发生改变，导致轮胎的不正常

磨损。因此，根据你过年期间开车

的情况，可以选择去做一次四轮定

位，并对底盘部分的螺丝进行检

查、紧固。3

春节自驾归来话保养这些行为
其实不伤车

很多车主买了车之后，由于对汽

车方面的知识欠缺，所以在搜索一些

关于汽车使用和保养方面的知识时，

容易被人误导。像什么行为会伤车之

类的，其实有些根本就不可信。如今

的汽车没那么矫情，像这几种所谓伤

车的行为，其实不伤车。

磨合期
很多人会说新车会有磨合期，没

错，但更多的是车主和新车之间的磨

合期。因为车主要适应车辆的一些盲

区、车长等等各方面，防止驾驶时出

现刮擦等不必要的情况。有些说法是

由于新车发动机零部件之间还需要磨

合，新车驾驶的时候不要拉太高转

速，否则很伤车。其实拉高转速油耗

高是真的，伤发动机倒不一定。因为

发动机出厂之前，已经经历过一系列

的严苛测试，所以“拉高转”已经在

测试中测验过。

冷车启动就走
以前的车之所以要进行热车，是

因为那时还是采用化油器，不热车的

话发动机没有达到最佳工作状态，燃

油雾化效果不好导致燃烧不够充分，

影响车辆性能。如今的车早已采用电

喷、直喷技术，冷车启动后只需热车

30 秒左右，或者慢速行驶，待水温

上升到理想温度后即可正常行驶。

停车直接挂 P挡
有些人说自动挡车型在停车之

后，首先要踩刹车挂 N挡，然后再拉

手刹和挂 P挡，意思这样卡扣就可以

很好地卡住主齿轮，否则比较伤车。

其实根本不用那么麻烦，工程师在研

发设计的时候已经设想了许多使用场

景，也做了相应的措施。所以停车后

直接挂 P挡拉手刹，没啥问题。3

车主课堂车主课堂

是有所好转。有的 4S店在新春迎

来了业绩“开门红”，“第一天上班

就卖了一台车。”长安汽车安顺店

卖车的员工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

春节期间，南阳车市虽然客流

量不如平时，但各大 4S店，每天都

有人值班，也有很多 4S店从正月初

六就开始正式上班。最近几天各

4S 店单日的成交量平均在一两台

左右，人气也有品牌的区别。目前

来看，汽车市场观望情绪浓厚、成

交量低迷。每家 4S店前来看车的

客户平均在 10位左右，消费者购车

需求已在 1月提前释放。因此，预

计节后汽车销量将处于较低水平。

车商揽才心切

春节过后，由于保养和维修车

辆较多，4S店在这个时候是最忙和

最缺人的，因此，节后车商不忙着

卖车却忙着招人，开启了争夺人才

之战。

记者发现，春节前后，我市多

家车商纷纷在微信圈及网站上发

布招聘广告。一家自主品牌的经

销商在朋友圈发布了醒目的招聘

启事，招聘岗位从总经理到一线员

工，从销售总监到销售顾问，待遇

都比较优厚，并承诺保证员工社

保、带薪年假、按时开资、节日福

利、吃饭补贴等。

一家汽车集团董事长介绍，由

于业务拓展，他们今年将有新品牌

新店开业，所以招聘岗位齐全，希

望趁着年初的求职招聘热潮，招揽

一批懂经营、会管理及技术精湛、

素养全面的汽修技术人员。

记者了解到，随着汽车市场的

竞争与发展，大部分车商都表示今

年将扩充人才队伍。而从各岗位

的需求量来看，汽车维修技师、汽

车营销、市场专员、服务顾问、钣喷

美容技师等都是当前较为紧缺的

人才类型。

从各家车商发布的招聘来看，

都将这些岗位列为主要的招聘岗

位，希望招揽到一批岗位适用的专

业汽车人才。而且为了吸引有经

验的员工，招聘方在薪资待遇方面

也进行了上调，希望以高薪赢得竞

聘者的青睐。3

本报记者 陈晓璞

正月初七，记者走访城区汽车市场发现，各品牌汽车 4S 店都已

正式开门营业，展厅没有了春节前门庭若市的景象，顾客很少，但各

家的售后维修车间却很忙碌，部分 4S店一天接待量多达 30余辆，这

也让汽车市场迎来了一波车辆保养维修的小高峰。

HEV车型
HEV 车型，英文全称为 Hybrid

Electric Vehicle，翻译过来就是混合

动力车型。这个最简单的理解就是

在原本汽油车的基础上加入了一套

电动驱动设备。

由于电机天生便有扭矩最大的

优势，所以 HEV车型在车辆起步、上

坡以及急加速这种需要大扭矩输出

的时候，电动机便会协助发动机来工

作，从而帮助车辆减少能源的消耗，

达到节能的目的。

不过这类车的电池都比较小，所

以车辆的发动机以及制动时产生的

回收能源就能充满电池，然后电池内

的能源便可以驱动车内的电动机来

帮助车辆行驶，所以这类车都没有设

置外接的充电口。

PHEV车型
PHEV 英文全称为 plug in hy⁃

brid electric vehicle，直接翻译过来

为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PHEV车型和 HEV一样，会有传

统燃油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存在。但

PHEV和 HEV不同的是，PHEV的电

池会更大，并且能够支持长时间纯电

行驶，同时还会额外多出一套充电

机构。

所以 PHEV 既能当纯电动车驾

驶，也可以当成传统汽油车驾驶。

但要注意的是，PHEV车型因为

大容量电池和电机的存在，自身车重

较重，在车辆电池能量耗尽，如果不

通过充电桩充电，纯粹依靠发动机和

动能回收装置充电，反而会增加车辆

油耗。

目前市面上大部分 PHEV 车型

的满电续航里程数都在 50 到 70 公

里，基本可以满足城市上下班代步，

而如果长途的话还是需要传统燃油

发动机的介入。

EV车型
EV 车型，英文全称为 Electric

Vehicle，翻译中文是电动车，在国内

被称为纯电动车。它的驱动是完全

依靠电力能源，电力会通过电网输入

至车辆的电池储能设备，之后电能会

带动电机工作，进而驱动车辆行驶。

但是纯电动车目前在国内的弊

端也很明显，主要因为目前纯电动车

的续航能力不强。很多车型的续航

里程只有一两百公里，而且充电时间

也比较长，所以只适合城市代步，不

适合长距离的旅途。

不过纯电动车在国内可以免交

购置税，同时还能享受新能源牌照。

三种新能源汽车区别在哪儿？

发改委等十部委日前联合印

发《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

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

施方案（2019年）》，其中提出，多措

并举促进汽车消费，更好满足居民

出行需要。

政策表示将稳步推进放宽皮

卡车进城限制范围，取消总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运

输证和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这就

意味着，驾驶皮卡的门槛降低了，

只需要普通驾照就行，而且将有更

多地区放开限制皮卡进城的规

定。3 （中青）

汽车促消费 皮卡或迎“春天”

汽车资讯汽车资讯

2018年，中国进口车市场出

现供需双降局面。其中，市场供

给端，海关进口量为 110.8万辆，

同比下滑 8.8%；市场需求端，经

销商全年交付客户的数量为 85.4
万辆，同比下滑 5.6%。受中美贸

易摩擦等因素影响，2018年进口

车市场在第二、三、四季度都出

现了巨大波动。

此外，2018年，平行进口汽

车 销 量 出 现 了 5 年 来 的 首 次 下

滑，且市场波动明显。 2018 年，

平行进口车销量占进口车总销量

的 12.6%，达 13.97万辆，同比下

滑 18.6%，下滑幅度远超进口车

市场整体表现。3 (新华）

去年进口车销量下降

日产汽车中国合资公司东风

汽车总裁内田诚近日在接受 《日

经新闻》 采访时透露，2019年日

产 力 争 使 新 车 销 量 达 到 160 万

辆、同比增长 2.3%。2018年中国

汽车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停滞状

态，销量时隔 28年再次出现负增

长。但内田诚指出，“今年下半年

将恢复增长”。日产将加紧投放纯

电动汽车 (EV)等新车型，争取提

振销售。

2018年日产在中国的新车销

量 约 为 156 万 辆 ， 同 比 增 长

2.9%，连续 6 年创历史新高，在

日系车企中稳坐首位。不过，按

月度统计的话，自 2018年 9月开

始，日产在华新车销量已经连续 4
个月同比下降，未能实现 2018年
160万辆的预定目标。3

（环球）

日产今年销量目标为 160万辆

一汽丰田日前在北京宣布，

2018年以终端销量 72.3万台的成

绩超额完成既定目标。 2019 年，

将勇攀 74.5万台的新目标。

一汽丰田将 2019年分为五个

期间节奏。序曲是团圆，在春节

场景奋战开门红；开篇在春季，

全新旗舰亚洲龙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车型卡罗拉双擎 E 上市，同时

也会迎来 700 万客户感恩季，以

春播抢赢上半年；绚烂在夏天，

推 出 进 口 高 端 MPV 威 尔 法 双

擎，为市场注入新活力；爱在

初秋，借助全球冠军车型卡罗

拉做秋之绽放，吹响再冲锋的号

角；冬日恋歌，将再迎来一款

TNGA 车型，奏响结尾乐章的最

强音。3 （中青）

一汽丰田冲击 74.5万台新目标

北京现代 1 月 26 日在上海宣

布 2019年全新计划：现代汽车在

无人驾驶、新能源等前瞻技术领

域都保持了绝对的领先优势，今

年开始，北京现代将把这些强大

的技术能量全面释放到中国市

场，为旗下产品和品牌提供技术

支持和背书。

首先，北京现代将进一步加

大对指纹识别、自动驾驶和智能

网联等智能化技术的投入力度，

将于今年第一季度上市的第四代

胜达就将以这三大黑科技重塑现

代品牌的高端形象，为精英消费

者奉上别样的科技驾趣用车生

活。同时，依托现代汽车在新能

源领域的雄厚技术储备，北京现

代 将 在 今 年 布 局 3 款 新 能 源 车

型，并计划到 2020年共推出 9款
新能源产品，实现新能源车销量

占比超过 10%的目标。

除了第四代胜达和 3 款新能

源车型，今年北京现代还将推出

2 款全新车型和 2 款改款车型，

并在 2019-2020 年进入新车密集

投 放 期 ， 全 面 补 强 产 品 矩 阵 ，

增 强 在 各 细 分 市 场 的 竞 争 优

势。此外，今年北京现代还将

启动线下的品牌重塑战，对经

销 商 展 厅 进 行 全 面 升 级 改 造 ，

并在 30 个城市举行大型体验活

动，为客户提供符合新车、新

技术形象的优质体验，实现产

品 、 渠 道 与 服 务 的 全 面 升 级 ，

助力品牌形象刷新。3
（中青）

北京现代公布全新计划

丰田汽车近日在北京宣布，

2018年在中国市场销量达到 147.5
万辆，创下历史销售最好成绩。

2019年，丰田将继续秉承“中国

最重要”的理念，继续加速各项

事业进程，努力面向“移动服务

提供商”加速转型，向年销量 160
万辆的目标发起挑战。

当天，丰田汽车同时展示了众

多全新未来车型。究竟未来移动

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丰田用“e-

Palette”给出了其中一个答案。这

个以互联和自动驾驶技术为支撑

的社会共享移动出行平台，可以灵

活响应用户的需求，用于拼车、共

享乘车、货物运送、产品销售等多

方面商业用途。不仅能够实现

“人”与“物”的移动，还可以自由地

思考和联想，将店铺本身送到用户

身边。用户不再需要亲自去店铺，

自动驾驶服务会将店铺和公共服

务等送到用户身边。3 （中青）

丰田公布全新销售目标

近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公

布了 2018 年全国二手车交易数

据。数据显示， 2018 年 1 至 12
月，全国累计完成交易二手车

1382.19 万辆，同比增长 11.46%，

交易金额为 8603.57亿元。

目前，在国内新车市场遇冷

的情况下，二手车逐渐成为有望

拉动汽车市场整体回暖的增长

点。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

的数据， 2018 年我国汽车销量

为 2808.1 万辆，同比下滑 2.8%，

为 1990 年来首次年度下降。与

此相对， 2018 年我国二手车交

易量虽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

但市场规模却不足新车市场的

一半。

实际上，为促进汽车消费，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印

发了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

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的实施方案（2019年）》。方案围

绕二手车交易等六个方面推出了

促进消费的措施。3 （中青）

去年二手车交易 1382.19万辆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以下

简称中消协）发布了 2018 年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根据

投诉性质来看，售后服务问题占比

29.24%，质量问题占比 25.69%，这

两项约占据全年投诉量的 55%。

而在具体商品投诉中，投诉量居前

五位的分别为汽车及零部件、通讯

类产品、服装、食品、鞋等，其中汽

车及零部件投诉量 27456件，位居

具体商品投诉首位。

事实上这已经是汽车及零部

件连续第二年投诉量居首，其在

2017年的投诉量曾达到 34063，首
次超过了通讯类产品的投诉量。

不过相比来看，汽车及零部件在

2018年的投诉量比 2017年减少了

约 6600 件，这也是汽车及零部件

逐渐向规范驱动的一个表现。3
（中青）

中消协：2018年汽车及
零部件投诉量居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