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田全新卡罗拉
预售 12万元起、TNGA架构打造

全新卡罗拉采用了更加运动化的外观

设计，其整体造型与欧版车型相同，大嘴式

的格栅与全新的雾灯区饰条营造出了凶悍

的表情，而通过镀铬饰条相连的精致灯组则

平衡了上下视觉重心的分布。而在车尾，一

条横贯镀铬条连接了两侧尾灯，包围设计与

前脸相呼应，强化了运动感与层次感。

内饰部分，全新卡罗拉与海外版车型基

本一致，但丰田还针对中国市场推出了搭载

12.1英寸竖向中控屏的特别车型，以满足中

国市场对大屏和互联功能的独特需求，备受

好评的智行安全系统也将搭载。

动力方面，全新卡罗拉提供 1.2T+CVT
及 1.8L混动系统共两套动力系统，其中前者

的最大功率为 116马力，匹配 CVT无级变速

箱；后者最大功率为 122 马力，匹配 E-CVT
变速箱，综合油耗为 4L/100km。

福特锐界 ST/ST-Line
奶爸 SUV 换上运动装、更有 ST-Line
套件版

锐界 ST
在设计方面，锐界 ST在普通版的基础上

换用了全新多边形的蜂窝中网以及黑色的

运动化包围，气势十足，红色“ST”铭牌也格

外显眼，全新的矩阵式灯组也十分凶狠。此

外，其还配有 21英寸哑光黑色双五辐运动轮

圈以及红色刹车卡钳，尾部还配有双边共两

出排气。

锐界 ST-Line
而作为套件版本，锐界 ST-Line则采用

了一套运动套件，整体的配色方案和锐界 ST
完全一致，但并没有采用红色 ST标识、21英
寸轮圈以及红色刹车卡钳。

动力方面，锐界 ST-Line搭载 2.0T 发动

机，最大功率 248马力，匹配 8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动力更强的锐界 ST 搭载 2.7T V6 发

动机，最大功率 322马力，同样匹配 8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0-100km/h加速时间为 7秒。

吉利帝豪 GSe 450km版
续航升至 450km、新增个性配色

在整体设计上，帝豪 GSe新车型的外观

预计将继续沿用现款车型设计，但为了进一

步满足个性化的审美需求，帝豪 GSe的新车

型将有白+黑、红+黑及白色等车身方案可

选。而在内饰方面，官方并未公布其内饰设

计，但作为小改款车型预计其设计将与现款

一致。

动力方面，帝豪 GSe新车型基本与现款

保持一致，搭载一台永磁同步电机，最大功

率 163 马力，但 NEDC 续航能力将升级至

450km，实用性更进一步。

比亚迪 e2
双动力版本、e网走量新产品

在 设 计 方 面 ，比 亚 迪 e2 采 用 Dragon
Face的整体设计思路，配合全新点阵式格栅

以及运动化的保险杠，打造了运动化的设计

风格。而在车尾，其采用了贯穿式尾灯组，

营造出了强烈的车尾层次感。

内饰方面，比亚迪 e2整体采用了黑色与

红色的内饰撞色搭配，中控台区域简化了物

理按键，除了旋钮式换挡机构周围，其余按

键全部集成在 10.1英寸 DiLink大屏之中，其

将搭载 BYD Heart 集成式操作台，集中换

挡、驾驶模式、空调等功能于一体。

动力方面，比亚迪 e2将提供两种永磁同

步驱动电机，其最大功率分别为 136马力和

94马力，匹配一台单速主减速器。

福特领界 EV
补贴后预售 18.28-20.68万元

领界 EV 的设计与燃油版车型基

本一致，前脸两侧增加了 C 字形的

日间行车灯，低风阻的半封闭轮

圈、取消的排气口以及更加内敛

的包围设计。而在内饰方面，

其内饰基本与燃油版一致，

但采用了全新配色以及全

新挡把，10.25英寸的全

液晶仪表以及 10.1英
寸的液晶显示屏均

得到保留。

动 力 方

面，领界 EV
拥 有

360km
的

N

EDC 工况续航，电池系统

采用 IP67等级防水设计，

整车涉水深度达到 300
毫米。虽然其整体动力

参数不详，但据官方将

提供不限量充电和不

限次数代客加电服务，

以改善其使用体验。

奇瑞瑞虎 e
续 航 能 力 超
400km、预 售
11.5-15万元

在 设 计

方面，瑞虎 e
基本延续燃

油 版 车 型

的 设 计 ，

但 更 换

了 LED
大 灯

以

及

封闭点阵式前中网。而在车内，其增加

了电子手刹以及新能源车常见的升降

式旋钮换挡机构，据悉还将配有全景天

窗、全新HMI3.0智能交互系统等配置。

动力上，瑞虎 e 搭载永磁同步电

机，最大功率达 129 马力，NEDC 综合

续航里程为 401 公里，直流快充条件

下 0.5小时电量即可从 30%充至 80%。

传祺 GA6
预售 11.68-16.98万元、全新设
计语言

在外观设计上，全新 GA6 采用

传祺光影雕塑 3.0设计，标志性的凌

云翼前脸、点阵式 LED灯组拓宽了

前脸的横向视觉，更具冲击力。而

在车尾，其采用了贯穿式 LED 灯

组，搭配双边共双出镀铬排气，对

称美中透露着精致和层次感。

内饰部分，全新 GA6提供米

色和黑色配色，整体内饰布局与

广汽新能源的 Aion S 基本一

致，配有双 12.3 英寸屏幕组成

的仪表+中控双联屏，内置了

广汽最新的车机系统。

动力方面，全新 GA6 搭

载一台 1.5T四缸涡轮增压发

动机，最大功率为 169马力，

匹配爱信 6 速手自一体变

速箱，满足国六排放标准。

荣威RX5 MAX
多种动力版本、硬
朗家族风设计

在整体设计上，

RX5 MAX 基 于 家

族 设 计 融 入 了 硬

朗设计风格，镀铬

横幅格栅与头灯

相连的设计强

化 了 视 觉 宽

度，平直的多

层次腰线强

化 了 侧 面

的 立 体

感，尾部

采用家

族 式

的 LED灯组，更多方正硬朗的元素使得其视

觉效果相比 RX5更加壮硕。

内饰上，RX5 MAX 配有 12.3 英寸全液

晶仪表以及 14.3英寸 2.5D四曲面大屏，强化

了内饰的科技氛围。而大屏带来的物理按

键的简化给了贯穿式出风口勾勒整个中控

台轮廓的空间。除了大量的镀铬以及撞色

设计，其还将搭载智行 3.0系统，方便车主的

出行生活。

动力上，荣威 RX5 MAX 将提供 1.5T、
2.0T以及 1.5T PHEV动力可选，其中 1.5T发

动机最大功率为 173马力，匹配 6速手自一

体变速箱；2.0T发动机最大功率为 231马力，

匹配 6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1.5T PHEV 动

力系统的具体参数不详，但预计将在动力性

能以及油耗方面表现出色。

哈弗H9
预售 23.18-25.78万元、硬汉更精致

在设计上，新款哈弗 H9 整体设计更加

精致，其外观部分换装了全新镀铬格栅、全

新保险杠。而在内饰部分，其还采用了 9英
寸中控屏、电子挡把等配置，全新的车联网

系统支持双模导航、在线升级等功能，自动

紧急制动、交通标志识别、全新全地形控制

系统等配置也将搭载。

而在性能方面，新款 H9 搭载重新调校

的 2.0T汽油发动机，具体参数不详但性能将

有所升级。此外，其还将配有三差速锁，包

含前桥差速锁、中央双速 TOD差速锁以及电

控后桥差速锁，预计将拥有出色的越野

能力。

一汽马自达阿特兹
细节全面升级、沿用老款动力

新款阿特兹基本沿用了老款设计，但在

前格栅、前镀铬条、车侧线条以及车尾镀铬

条等细节进行了修饰。

而在内饰方面，新车针对布局进行了优

化，不仅增加了组合液晶仪表等配置，高配

车型还采用了 Nappa真皮、北海道栓木、日本

东丽奥斯维翻毛材质等高级材质，档次感大

幅提升。

动力上，阿特兹将沿用 2.0L/2.5L两款自

然吸气四缸发动机，其最大功率分别为 158
马力和 192马力，与之搭配的也是我们熟悉

的 6AT变速箱。

（腾 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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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商家宣称，黄色镜片的夜

视眼镜可以提升人们夜间视力，但

《美国医学会杂志·眼科学卷》日前

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这种眼镜并

不能让司机在夜里看得更清楚，相

反可能损伤视力。

一些黄色镜片夜视眼镜广告

宣称，这种眼镜可以帮助人们少受

夜间路上行驶车辆强光的刺激，缓

解眼部压力，增强夜间视力，有助

更清晰地辨认颜色，并使人在夜

间、雾天、雨天看得更清楚，提高夜

间驾驶安全性。虽然并没有确凿

证据证明这种有效性，这种眼镜销

量一直不错。

对此，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

研究人员召集了 18名平均年龄为

27至 28岁的年轻人和 4名平均年龄

超过 70岁的老人参加了 8个夜间驾

驶模拟测试，每次持续约 10分钟。

驾驶者需要在看到行人时马上按喇

叭。模拟场景中，行人要么身着深

蓝色上衣，要么身着橙色上衣，驾驶

者有时会受到对面汽车灯光干扰，

有时则是在黑暗环境中驾驶。

结果显示，与戴着普通眼镜的

人相比，戴着黄色镜片眼镜的人并

不能更快注意到行人。而老年测

试者无论有没有戴这种黄色镜片

眼镜，注意到行人的速度比年轻人

更慢。研究人员指出，经过染色的

镜片，无论是黄色、红色或蓝色，都

会过滤掉一部分光线。戴着这种

眼镜在夜间开车跟戴着墨镜在夜

间开车的感觉一样。因此研究人

员建议消费者不要企图通过使用

这 种 眼 镜 来 提 高 夜 间 驾 驶 安 全

性。 （新华社）

近日，经过第三次修订的《机动

车维修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发布并实施，引发行业高度关

注。在业内人士看来，“经营许可”

改为“经营备案”是《规定》此次修订

的最核心变化，有助于建立公平的

竞争环境，引导行业企业走上更加

规范化和标准化的道路。

转变行业管理方式

在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向记

者不约而同地提到，此次修订与国

家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密切相

关，意味着道路运输管理响应国家

号召，转变自身的管理方式，从“事

前准入”改为“事中事后监督”。

据了解，去年 7月 28日，国务院

发布《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

可等事项的决定》，明确取消机动车

维修经营许可，又在今年 3 月 2 日，

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将作为《规定》直接上

位法的《道路运输条例》中关于机动

车维修经营许可的条款，修改为备

案制管理。在此背景下，今年交通

运输部再次启动了对《规定》的修

订，同时根据行业立法需要，将《大

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对于机

动车维修经营者维修经营作业等有

关要求，也纳入到此次修订之中。

放低门槛 加强监管

交通运输部此次对《规定》进行

了 34处修订，概括看来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首先，针对从事机动车维

修经营业务的企业，审批方式由“经

营许可”改为“经营备案”。《规定》删

除了关于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条

件、许可程序、申请手续、许可证件、

许可监督处罚及相关事项的全部条

款内容。同时，《规定》建立了关于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的制度体系，

明确了关于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的

备案程序、备案材料、备案受理、备

案变更、备案事项事后监督检查、备

案不得收取费用、备案结果公布等

规定，建立了完整的维修经营备案

管理体系、流程。

其次，调整优化了有关事中事

后监管措施。一是保持强化了维修

经营业务标准；二是明确了维修费

用明细单制度；三是明确建立维修

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黑名单制度要

求，强化维修行业信用建设；四是强

化对维修经营者的事中事后监管手

段和违法处置措施，违法违规情形

严重的可依法予以罚款直至责令停

业整顿。

第三，加大对维修环节所涉及

环保问题的治理和监管力度。《规

定》增加了“机动车维修经营者不得

通过临时更换机动车污染控制装

置、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系统

等维修作业，使机动车通过排放检

验”的内容，要求维修企业应对车辆

排放及经营环境等环保问题予以充

分重视，杜绝非法违规操作。

加速行业洗牌

新版《规定》一出，随即引发行

业讨论。有从业者不无担心地表

示，目前我国维修行业本就处在过

度竞争状态，拥有维修资质的企业

就多达 40多万家，如果加上未经许

可的企业，从业企业数量可能要翻

一倍，简化审批流程意味着放低行

业门槛，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行业

的价格竞争。

不过，记者在采访时，一位不愿

具名的维修行业专家对上述担心表

达了不同观点：“政府简化审批流

程，也许短期内会使从业企业的数

量有所增加，但从新版《规定》的政

策导向看，连锁业态被多次提及。

《规定》同样放宽了其扩张的条件，

有助于引导企业向连锁化、规范化

和标准化的方向发展，加速行业的

优胜劣汰。另外，随着竞争水平的

提升，所谓的小门脸、夫妻店要想存

活下去，势必要坚持诚信经营，并不

断提升自身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以

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上述维修行业专家进一步补充

指出，未来行业竞争加剧难以规避，

行业洗牌在所难免。但从此次《规

定》修订后新增的建立企业信用档

案、“黑名单制度”以及改变违规的

处罚方式看，会对企业形成一定的

威慑，督促其重视并珍惜企业信用、

规范自身的经营行为，从而推动整

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中青）

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我们经

常会碰到有加油站工作人员向你推

荐“燃油宝”，并向你指出说你的排

气管黑了需要除积碳，这种情况下，

相信大部分车主是拒绝这样的推销

的。有的人认为购买这种东西纯属

于浪费钱或者求心里安慰，不过也

有的人觉得添加剂是改善油品的好

帮手。那么燃油宝到底是做什么用

的，到底该不该加？

效果就像吃补品
不能立竿见影

平常车主所见的“燃油宝”，就

是所谓的燃油添加剂，又叫“快乐

跑”。国内外油品差异导致了不少

车辆在日积月累的日常行驶中产生

不少积碳，这些积碳附着在喷油嘴、

油管、发动机壁上，会造成大大小小

的问题，常见的有动力下降、车辆抖

动异常等。而燃油宝有清除积碳，

改善雾化、减少磨损、保护引擎、降

低排放等作用。

“但这些作用的效果并非立竿

见影，只有长期使用才能体现出价

值。”一家 4S店的售后主管介绍说，

“燃油添加剂好比给人吃的补品，补

钙补维生素，效果或许有，但是不能

代替药物，也不可能药到病除。”

他解释道：“长期使用燃油添加

剂的发动机、油路的积碳现象要相

对好一些。另外，一些性能车或高

端车型会提示每次加油都添加燃油

添加剂，因为一些添加剂可以提高

汽油当中的辛烷值，减少爆燃爆震，

延长发动机寿命。”

质量参差不齐
购买需谨慎

既然有用，那是不是最好还是

加呢？

汽车专业人士解释说：“如果你

自己不懂发动机以及添加剂品牌的

话，最好还是别加，首先现在有很多

直喷发动机，直喷发动机要使用第

四代清净添加剂，如果用的是传统

添加剂或劣质添加剂，可能会引发

缸内喷嘴雾化不良、缸内散热不良

及爆震倾向，所以搞不懂的话还是

别用。”

其次，燃油宝的销售渠道也鱼

龙混杂。据调查，消费者购买“燃油

宝”的主要途径就是 4S店、加油站、

电商网站，而通过电商销售的“燃油

宝”产品品种繁多，价格差异大，一

瓶添加剂价格从几元钱至上百元不

等，功能却大同小异。

据了解，国内在售的“燃油宝”主

要分为两种类型，日常防护型和清洁

型。常见的日常型就是 4S店和加油

站在售的燃油宝，售价在 30 至 100
元/瓶不等，是以保护为主，并没有明

显清除积碳的功效。还有一种是清

洁型，功效是清除积碳，大多数通过

电商渠道售卖。车界人士提醒消费

者，购买燃油宝需认准正规渠道，添

加燃油宝最好还是“遵医嘱”，建议到

4S店来检测。 （钱江）

黄色镜片无助司机提升夜间视力
宽进严查

机动车维修业管理再升级

汽车燃油添加剂，
该不该加

8月上市新车提前看
来到八月，喜欢在车展前扎堆发新车的各大车企即将掀起一波

上市热潮，其中不乏全新卡罗拉、锐界 ST、全新传祺 GA6等重磅新
车，关注新车的你一定不会错过下面这些新车动态。

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

告，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

司将自 2019年 8月 12日起召回以

下车辆，共计 32658辆。

具体召回车型信息如下：

（一）2018 年 1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0月 11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2018
款宝骏 530 DCT自动档汽车，共计

20406辆；

（二）2017年 10月 20日至 2018
年 12月 24日期间生产的部分 2017

款宝骏 730 DCT自动档汽车，共计

1225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

发动机控制模块（ECU）软件标定原

因，可能引起变速器离合减震弹簧

滑块受异常冲击，极端情况下车辆

动力输出中断，存在安全隐患。上

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将

为 召 回 范 围 内 的 车 辆 免 费 升 级

ECU 软件并更换变速器离合减震

模块，以消除安全隐患。

因设计原因，后车轮前束连接

臂可能发生反向弯曲并导致疲劳

断裂存在安全隐患，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官网显示，自 8月 1日起，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将召回

44333辆进口福特探险者汽车。福

特汽车将通过挂号信、短信、电话

等方式通知相关车主，安排免费维

修事宜。

此次召回的车辆涉及 2012 年

11月 22日至 2017年 1月 24日生产

的部分 2013-2017年款进口福特探

险者汽车。福特汽车（中国）有限

公司将通过挂号信方式通知相关

车主，全国各福特中国经销商也将

以短信、电话等方式通知相关车

主，安排免费维修事宜。用户可拨

打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客户

中心热线：400- 690- 1886 进行咨

询。用户也可登录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网站

（dpac.samr.gov.cn）以及关注微信公

众 号（SAMRDPAC）了 解 更 多 信

息。此外，也可拨打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热线

电话：010-59799616，反映召回活

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或提交缺陷

线索。 （中青）

发动机模块存隐患
宝骏 530/730召回 3万余辆汽车

福特召回 44333辆进口探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