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卡解禁：
新政利好车市新消费

近年来，伴随汽车新四化的快速发
展，皮卡车已从以货运为主的 1.0 工具时
代，发展到以商用为主兼顾部分乘用功能
的 2.0 多用途商用化时代，如今已进入商
乘并用的 3.0多用途乘用化时代。皮卡车
的关注度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
对皮卡车解禁队列。去年，山东省济南
市、河北省秦皇岛市以及唐山市取消了皮
卡进城限制；随后，重庆、吉林、浙江宁波
等地陆续取消了皮卡进城限制；今年5至6
月，陕西省、山东省淄博市和烟台市也陆
续解禁了皮卡进城限制。被解禁的皮卡
车形成了新的汽车消费细分市场。相比
SUV而言皮卡更为实用，在兼顾商用与乘
用方面优势非常明显，也为整个汽车行业
带来了全新的跨界汽车消费和选择。

2020年 3月 20日,商务部、发改委、卫
健委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复
工营业》的通知明确指出：“积极推动取消
皮卡进城限制的工作。”4月中旬，根据南
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关于解除

皮卡车城市货运车辆通
行限制”通告，南昌对皮卡

车放开了禁行措施，即皮卡
车不再受到城市货运车辆通行

限制，无需再办理货车通行证，允许
正常通行；但皮卡车在道路行驶时仍需严
格遵守道路交通法规，不得超高、超载，不
得进行非法改装、营运。该通告中的皮卡
车，指具有长头车身和驾驶室结构，核定乘
坐人数小于或等于5人（含驾驶人），驾驶室
高度小于或等于2100mm，货箱栏板上端离
地高度小于或等于1500mm，最大设计总质
量小于或等于3500kg的多用途车。

4月中旬，省政府印发《关于促进汽车
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4月下旬，江西省
商务厅发布《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
施》及解读，其中第三条信息明确提出，在
全省范围内解除对皮卡车的通行限制。
具体内容包括：首先是依法依规通过公开
招标方式将皮卡车纳入各级政府采购协
议供货目录，推动各级政府部门尽快组织
汽车的政府采购业务；其次是在全省范围
内继续执行取消二手车（包括皮卡车）限
迁政策，凡符合国家在用机动车排放和安
全标准，在环保定期检验有效期和年检有
效期内的二手车（包括皮卡车）均可在我
省办理迁入手续。专家指出，目前在我省
家庭乘用型皮卡汽车并没有限定报废年
限，但是执行 60万公里报废规定，并按照
皮卡年审规定：新皮卡 6年免检，但前 6年
内需要每两年到车管所盖一次章，7年至
15年内每年一检，15年后半年一检，对于
年检不达标或超过 60万公里的皮卡需要
报废。

皮卡跨界：
或成家庭购车新选择

国内的家用车市场几乎是轿车和
SUV两类车型平分天下，这种局面将在皮
卡解禁和皮卡商乘一体化升级后被重
塑。专家分析指出，如今的皮卡车兼具轿
车的舒适性和SUV的越野性能，再加上车
载智能网联系统以及皮卡所独有的运载
实用性，皮卡车势必在商用与乘用两大车
市如鱼得水，成为家庭购车的又一个选

择。作为车市跨界的竞争者，不少新上市
的皮卡车纷纷推出了相对SUV、轿车更具
性价比的功能和配置响应车市。数据显
示，2019年 1 至 12 月，国内皮卡车累计生
产 456045辆，累计销售 452210辆，不少地
区在国六政策提前推行的情况下，皮卡车
整体销量仍然保持上升趋势。

2020 年上半年，受到疫情影响，汽车
产业发生骤变，国内的经济和产业同样在
逐步有序恢复元气。今年 3月，商务部办
公厅、发改委办公厅、卫健委办公厅联合
发布《关于支持商贸流通企业复工营业的
通知》，而后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等场合及文件中多次正式
提出“积极推动取消皮卡进城限制”，为皮
卡车发展带来了更加坚定的信心。从数
据上看，2019年 6月单月销量 3.2万辆，同
比下降 21%；2020 年 6 月国内皮卡销售
56564 辆 ，环 比 增 长 23.27% ，同 比 增 长
74.53%；2019 年 7 月国产皮卡销售 25186
辆 ，同 比 下 降 12.2% ，2020 年 7 月 销 量
35167辆，同比增长12.55%。

专家表示，虽然单月数据不能完全断
定市场走向，但综合当前的大环境和皮卡
车的产销数据来看，2020年国内皮卡市场
销量有望首次突破 50万辆大关。从外部
因素看，受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全国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66元，比上年同期
增 长 2.4% ，扣 除 价 格 因 素 ，实 际 下 降
1.3%。从市场环境看，全国皮卡解禁的城
市数量在增加，国内皮卡车企在自主研发
能力及自主创新方面不断进步，让商乘并
用的皮卡汽车得到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
认可。相比单纯的商用车和乘用车市场，
皮卡车的市场及销量依然保持正向增长，
实属不易。

商乘并用：
江西车企升级大皮卡

对于复工复产后的车市而言，皮卡解
禁的消息无疑是重大利好。汽车厂商闻
风而动，竞相启动了商用兼具乘用的皮卡
新车研发和生产。在我省，作为国内皮卡
车市场的主要制造商，江铃汽车宝典、江
西五十铃，两家车企长期位于国内皮卡产

销排行榜的前列，主打车型均为中高端商
乘并用的皮卡车型，还推出有商用版、乘
用版以及越野版皮卡车。近日，江铃汽车
集团面向全国正式发布了一款全新的皮
卡车型江铃新宝典。该款皮卡车不仅具
备超低油耗、可靠品质、高效承载等优势，
更重要的是新的皮卡车型已然拥有了乘
用车的舒适驾乘感。

耐用和皮实是考量一辆皮卡车是否
合格的要素。据了解，江铃汽车新宝典采
用博世第三代高压共轨技术，油耗低至
7.3L/百公里。该车的车身高强度钢板用
量占比高达 41.5%，并且装备了北美市场
广泛使用的SMC神盾后箱，该后箱的强项
就是防撞击、防腐蚀、防磨损，历经日晒雨
淋仍持久如新。据江铃汽车厂方技术人
员透露，江铃新宝典皮卡的试验车在耐久
性测试时，通过了 28项专项耐久试验，超
行业标准 30%；测试了长达 83.3万公里的
验证里程。该款皮卡车在车身设计过程
中，将车身创新加长到了5700mm，后箱尺
寸最大达 1820×1475×500mm，实现 1342L
的超大容量，超行业标准14%；同时新皮卡
还改变了皮卡车普遍五片簧后梁悬架方
案，升级为强度更高的七片簧设计，将车
身总承载量提升近30%。

江铃汽车集团董事长邱天高表示，江
铃造的皮卡车20年前就已出道，创造了中
国自主品牌皮卡车的发展历史，如今全新
江铃宝典皮卡车再披战袍，这是江铃汽车
的精品力作。据介绍，江铃皮卡曾经是中
国自主皮卡的巅峰，2001年推出皮卡车以
来曾连续十年位居国内柴油皮卡销量前
列，因为节油耐用而备受推崇。新宝典皮
卡不仅延续了江铃皮卡的突出特色，而且
在乘坐舒适性、外观时尚性和高效承载性
方面全面升级跨越，一如既往的实惠价格，
也将有力推动新宝典皮卡继续演绎“国民
皮卡”的经典本色。新宝典皮卡研发项目
在江铃内部被称为“八一项目”，就是希望
传承以民为先、勇于创新的红色基因，将先
进造车技术、智能网联技术与中国市场实
际需求相结合，全面完善皮卡产品谱系，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吕东来/文
（（本文图片本文图片由江铃汽车提供由江铃汽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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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航司：
国内航班恢复供应航空餐

近日，随着国内疫情形势逐步向好，民航业迎
来快速复苏。进入 8月，南方航空、海南航空等航
司的旅客已享受到冒着热气的饭菜。到 8 月中
旬，东航、国航、深航等航司分批恢复国内航班机
上热食，大多数航空公司的国内航班将完全恢复
热食供应。据了解，面对快速回暖的民航市场，从
北京、上海等地商务精品航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
航线，推出了超过 500 种航空餐食菜品供旅客品
尝。8月以来，东航国内航班量日均突破2400班，
已恢复至正常水平的95%以上。 （江 飞）

交通运输部：
开展全国交通运输综合督查

8月 18日，交通运输部宣布开展 2020年交通
运输综合督查工作。据了解，今年综合督查将聚
焦重点难点，着眼全局与精准督查有机统一。一
是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二是聚焦脱贫攻坚
目标任务，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三是聚焦加快
建设交通强国，提高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效率。四
是聚焦运输结构调整，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
展。五是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做好服务支撑。六是
聚焦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确保行业安全稳定。交
通运输部将强化担当作为，学习好经验，扎实做
准备，勇于担使命，严格讲纪律，确保取得实效。

（叶 鹏）

国铁集团发布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

日前，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新
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纲要提出，到
2035年，全国铁路网达到 20万公里左右，其中高
铁7万公里左右。20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覆
盖，其中 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智能高铁
率先建成，智慧铁路加快实现。全国 1、2、3小时
高铁出行圈和全国 1、2、3 天快货物流圈全面形
成。到 2050年，全面建成更高水平的现代化铁路
强国。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国铁集团正统
筹规划利用既有高铁线路开展新一代高速动车组
研制工作，基本目标是总体技术水平世界领先，能
够推动和引领世界高速列车技术进步。 （辛 化）

工信部
燃气汽车系统等国标征求意见

为不断提高燃气汽车和客车整车及关键零部
件的安全性能，加强对燃气汽车燃气系统、客车结
构安全的行业监管，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相
关行业机构、重点企业等开展了强制性国家标准

《燃气汽车燃气系统的安装要求》和《客车结构安
全要求<第1号修改单>》的研制工作，已形成征求
意见稿，现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征求意见
稿编制说明中指出，GB19239-2013《燃气汽车专
用装置的安装要求》以及GB/T 20734-2006《液化
天然气车专用装置安装要求》早已不能适应液化
天然气汽车技术发展要求，修订新版《燃气汽车专
用装置的安装要求》和《液化天然气车专用装置安
装要求》势在必行。 （任 民）

江西试行交通新规范
鼓励农村客运公司化、集约化经营

近日，省交通运输厅发布了《江西省农村客运
服务规范(试行)》。该《规范》明确鼓励农村客运实
行公司化、集约化经营，支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因地制宜采取城市公交延伸、农村客运公交化改
造、区域经营、预约响应等运营组织模式，巩固建
制村通客车成果。该《规范》提出，实行区域经营
或成立线路公司的客运班线经营者可自主确定
运力投放、班次增减和停靠站点变更，报原许可
机关备案并提前半个月向社会公告；经营者可根
据客流量，采取流水或定时发班的方式运营。

（王 文）

8月 23日，从领克汽车皖赣大
区获悉，该品牌新车型 05 复工复
产后，在线上发布至今，目前销量
已经突破了 10000台。据了解，领
克汽车旗下CMA基础模块架构力
作新车型领克05，共推出五款配置
车型，售价区间 17.58万元至 21.28
万元。这款溜背Coupe型SUV，凭
借独特的外观设计与较为亮眼的
动力参数，颇受关注。

通过对比发现，05 与 01、02、
03相比，新车型的理念更为激进，
产品更加成熟，领克 05 在静与动
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是全新汽车
品牌迈向新阶段的体现。领克 05
的外形设计整体采用了家族化的
设计风格，诸多细节上都具有时代
感。其中，格栅造型灵感来源于纵
横交错的现代楼宇建筑，表现出该

车定位于都市SUV，而根据不同车
型采用不同颜色的金属装饰条，则
表达出该车对于年轻消费者的憧
憬。该款新车型 05 全系搭载了
2.0TD高功率涡轮增压发动机，与
沃尔沃Drive-E系列系同款，且为
高功率调校版本。最大功率254Ps
（187kW）/5500rpm，最 大 扭 矩
350N·m/1800-4800rpm。

业内专家指出，领克 05 的底
盘调校延续了沃尔沃扎实的质感，
前麦弗逊独立悬架+后多连杆式
后独立悬架的组合被调校到一个
舒适的范围内，更长行程的减震器
设计搭配专供 SUV的运动型轮胎
鹰驰 F1，让整车的路感软硬适中，
兼顾了运动性与舒适性。

（章 燕 文/图）

近日，从江西高速交警
直属一支队第五大队获悉，
根据全国暑期交通秩序集中
整治统一行动安排，为了保
障我省高速公路安全、畅通、
有序，江西高速交警开展了
暑期超员交通违法专项整治
行动。

进入暑假以来，该大队
民警在专项整治行动中发现
超员存在如下特点。第一是
家庭驾驶私家车出游。大部
分家长会带着孩子驾驶私家
车四处游玩，驾驶人认为车
上是一家人，出去游玩图方
便，小孩子挤一挤没事，就全
都坐进一辆小车；第二是放
假回乡返校的学生，挤乘朋
友的私家车。民警在执法中
发现，搭乘的学生都是为了
图方便，结伴出行，抱着挤一

挤就到了的思想上车，殊不知这种行为存
在重大隐患。据统计，暑期专项行动期间，
该大队共查处小轿车超员、面包车超员等
各类超员交通违法行为 100余起。驾驶营
运客车（不包括公共汽车）以外的其他载客
汽车载人超过核定人数 20%以上的违法行
为将面临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超员车辆存在较
大安全隐患，一是抗侧翻性能下降，更容易
侧翻、倾覆；二是制动性能下降，刹车距离
延长；三是转向稳定性下降，侧滑、翻车风
险大；四是轮胎负载大，容易发生爆胎。为
了出行安全，切勿驾驶超员车辆以及乘坐
超员车辆。 （杨建平）

8月 18日，南昌智能新能源汽
车研究院与江铃集团新能源汽车
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重点
开展线控制动研发和配套、车载电
子电器架构、车联网搭建、人才培
养等方面的合作。

据了解，南昌智能新能源汽
车研究院是由同济大学与南昌
市政府共建的汽车类新型研发

机构，聚焦于研发创新平台、产
业 孵 化 平 台 、公 共 服 务 试 验 平
台，人才培养平台的打造。江铃
集团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是省
内重点的新能源乘用车生产企
业，作为国内最早布局的新能源
汽车产业的车企之一，2016 年成
立后较快推出了 E100 和 E200 两
个车型，获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和知名度，且获得国家“新能源
汽车”双资质认证。

专家表示，此次签约将为我省
在汽车“新四化”技术转型的大背
景下，助力提升提升本土汽车研发
水平，实现新能源汽车技术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应用，更好地服务我省
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

（龚 文）

解除皮卡限制：

撬动新车消费撬动新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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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速

复工复产后，在新基建、汽车下乡和皮卡

解禁等新政利好推动下，各地车市逐渐复苏，其中

皮卡汽车消费升温尤为迅速。7月我国皮卡汽车销量

达35167辆，同比增长12.55%，1至7月，皮卡汽车累计

销量达246813辆。南昌市宣布解除皮卡车在城市货运

车辆通行限制不久，江西省政府也在印发《关于促进汽

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明确提出，在全省范围内推

行解除对皮卡车型的通行限制。此举意味继河北、

浙江、吉林、江苏等省份皮卡解禁后，我省全面

解除皮卡车限制，将开启一个新的皮卡

车消费市场。

话题
Changxing

热门

领克汽车推力作新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