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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协发布
第二批新能源汽车下乡车型

9月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公布了第二批参与
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企业和车型名单。名单包
括比亚迪、北汽、合众新能源汽车、江铃新能源易至
汽车等在内的14家企业，涉及旗下的36款车型。数
据显示，7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万
辆和9.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5.6%和19.3%，为今年
以来的首次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为 7.8 万
辆，同比增长4.2%；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完成1.9万
辆，同比增长 2.7%。专家表示，新能源车市下半年
还将继续改善。 （金 华）

拒载、不打表等一律停业整顿
南昌整治出租汽车行业市场经营秩序

为维护南昌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秩序，提升行业
整体服务质量和城市文明形象，南昌市自 9 月 1 日
至15日，在重点区域开展为期半个月的出租汽车客
运市场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据了解，本次整顿将依
据《出租汽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巡游出租车
企业、单车、驾驶员不文明、不规范经营服务及失信
行为计分考核办法》，列入企业、驾驶员和车辆服务
质量信誉考核记录。对于发生重大恶性服务质量
事件的企业，一律予以考核等级降级处理；车辆与
驾驶员累计扣分达一定分值，车辆将不予续营；对
考核扣分达20分的驾驶员，将列入不良记录驾驶员
名单，对本年度考核扣分达 40 分的驾驶员，纳入南
昌市社会信用系统实行联合惩戒。 （东 来）

东风悦达起亚
新车凯酷ALL NEW K5上市

9月 7日，从东风悦达起亚厂方获悉，该品牌全
新车型凯酷（ALL NEW K5）线上发布上市。据了
解，该款新车拥有 SWAG 造型，以及第四代 CVVD
发动机技术，和第三代 i-GMP 平台。该车装备了
L2+智能驾驶辅助，拥有高速公路驾驶辅助等多项
安全配置，包括1.5T+7DCT和2.0T+8AT两种动力
总成。其中，270T CVVD 豪华版搭载百度智能互
联系统 3.0，还能实现车家互控，在车内就可以控制
家中的智能设备。 （杨 帆）

安全气囊存安全隐患
三菱召回进口蓝瑟、帕杰罗等车型

9月 4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三菱
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
计划。决定自2020年11月1日起，召回旗下部分进
口蓝瑟、帕杰罗等车型。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因
供应商制造缺陷，气囊的含非叠氮化钠的气体发生
器(NADI 型)防潮措施不完备。在使用过程中受温
度及湿度反复变化等的影响，气体发生剂受潮变
质，可能造成气囊无法正常展开，气囊展开时气体
发生器可能发生异常破损，导致碎片飞出，伤及车
内人员，存在安全隐患。三菱汽车销售(中国)有限
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更换其他厂家生产的气
囊气体发生器，以消除安全隐患。 （辛 化）

万人发案率大数据
男司机为女司机的8.8倍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近期公布了一份专题
报告，显示了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交通肇事罪
案件的特点和趋势。对于交通肇事罪，根据我国刑
法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
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
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
有期徒刑。报告显示，交通肇事罪案件量近两年呈
连续下降趋势，但男性驾驶人的万人发案率较高，
被告人男性占比为94.6％，女性占比为5.4％。女性
驾驶人2016年至2019年平均万人发案率为0.25，男
性驾驶人平均万人发案率为 2.2，是女性驾驶人的
8.8倍。 （辛 化）

造车新势力青睐直营

不少燃油车主都有购车前在多家
4S店比价和压价的经历。不久前购买
某新能源车型的车主张先生则没有这
种“货比三家”的经历。“我在该新能源
车企的官网查了价格和性能，然后预
约了一次试驾，感觉不错就订车了。”
张先生很满意直营新车的这种价格透
明的方式。“虽然少了一些议价空间，
但消费者可以避免挨宰的风险。”

众所周知，传统车企几乎均采用
4S店这种厂家与经销商合作分销的方
式，由于有了经销商这个“中间人”，售
车价便有了“弹性”。而“直营店+官
网”销售模式，所有销售渠道均由车企
自己把控。

传统4S店模式遇挑战

随着信息时代来临，易车网、汽车
之家等一批汽车网站抓住机遇，将各

家 4S 店的销售价格对比呈现，价格的
透明化解决了消费者的“挨宰焦虑”。

但也有消费者认为：“为了便宜几千

元，却得舍近求远地去买车。”

如果说汽车网站的兴起对4S店形

成了冲击，那么新势力车企依托网络

的直营模式将对 4S 店形成了新的挑

战。根据优赛思对全国近80个汽车品

牌经销商网络的监测数据，截至 2019
年末，全国汽车经销商 31813 家，同比

上年减少5%，意味着有1500家4S店消

失在市场当中。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调

查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实现盈利

的汽车经销商仅有28.8%。

据了解，卖新车不赚钱已经是 4S
店的普遍困境，抬高汽车维修价格成

为无奈之举，这使得消费者加速逃

离 4S 店，转向途虎网、连锁快修等

维修养护渠道。反观新势力车企的

直营模式，其更多依托官网进行车

辆信息宣传和销售，除了车辆本身，

各种配件同样做到价格公开透明。

价格透明是信息时代消费者所共同
期待的。

两者取长补短并存车市

专家表示，4S 店模式有助于汽车

厂商更快地铺开销售网络。如果单

纯依靠厂家直营，直营实体店的建设

毕竟需要巨大投资。目前造车新势

力的车企产能有限，还不用大面积铺
开实体店，但随着其产能攀升，它们
将可能通过授权去吸引更多加盟商
参与销售。

业内人士认为，尽管当下 4S 店面
临亏损困境，但短时间内 4S 店不会退
出历史舞台。电动车无需太多的后续
维修保养，且保养周期较长。但燃油
车需要较为频繁的维修保养，这是 4S
店存在的优势。未来4S店的出路在于

“服务”，不仅要卖车，还要留住用户到

店维保。

（赵语涵/文 杨 帆/图）

9月7日，郑州宇通客车
厂面向我省客运行业发布
了 旗 下 新 能 源 纯 电 动 车
型。据了解，2020 款 T7 采
用 的 动 力 电 池 总 电 量 达
155.59kWh，续航里程最高
可达 500km。同时，该车应
用电驱动控制系统，在减速
的时候，车辆制动能量回收
占比达37%。

在安全适应性上，新车
零部件的防尘防水等级达
到 IP68，应用电池防撞、防
火、防水、防触电等技术，保
障新能源车辆的安全性。
同时，该车采用了一系列智
能辅助驾驶配置，包括车道

偏离预警、高速前车碰撞预警、低速
前车碰撞预警、行人碰撞预警、车距
监测预警等。

从2015年宇通T7汽油车型推出
市场，到如今 T7 产品覆盖汽油、柴
油、纯电动三大动力系统，宇通完成
了从传统内燃机车型到新能源产品
的升级。 （乔 友）

天气转凉，阳光正好。9 月 3 日，
预约试驾一款被升级了 10 次的车型
——北京现代新车第十代索纳塔。
作为现代汽车全新 i-GMP 平台下的
首款车型，该车型拥有众多突破性的
新技术。启动引擎，环顾四周，视野
内是以驾驶位为中心的环抱式数字
化智能座舱。无论是双 12.3 英寸的
超大智慧连体双屏显示系统，还是
SBW按键式电子换挡，抑或是中控屏
下全触摸式按键，抬手即可掌控。而
随车搭载的第三代智能网联平台和
拥有 23 项 L2+级别智能驾驶辅助系
统，竟然提供全场景化的呵护方案。

选择路况复杂的城市道路试驾，
可以了解车辆精准的转向操控和日

常行驶的驾驶安全。大力踩下油门
踏板，并线进入城市道路，明显感觉
车辆低趴的整车姿态所带来的贴地
感。据了解，该车对底盘重新进行
调校后，原来向前倾斜的减震器设
置成接近垂直的角度，降低了车辆
经过凹凸路面时所吸收的冲击量；
而全新副车架的加入，将负荷有效
分散至前/后装配支架上，在提升强
度的同时，也进一步改善了行驶的
震动和不平顺性。此外，该车前悬
架和后悬架的几何结构优化，让车
辆底盘可根据驾驶员的意图实现快
速 的 响 应 ，降 低 了 反 应 滞 后 的 时
间。试驾中还发现，该车搭配有 5 种
行车驾驶模式，驾驶人可以选择最

适合自己的一种驾驶状态，让车辆
操控更具乐趣。

驾驶着如此时尚的车，行驶在这
现代化的城市，智能配置必不可少。
当置身于驾驶舱内，双层降噪隔音与
整车密闭性的相互配合，感觉车内非
常安静。在试驾中，说一句“你好小
北”的简单指令，便可以实现场景化
语言指令识别联动，不仅可以唤醒音
乐、空调温控、车窗自动开启，还可以
唤醒一些有趣的汽车黑科技。值得
一提的是，试驾车搭载的是1.5T车型
的CVVD技术，该技术不仅可以控制
发动机内可变气门的开启时机，同时
可调节气门的开启时长，可以实现百
公里油耗低至5.6L。 （东 来 文/图）

汽车直营与汽车直营与44SS店模式店模式
竞合发展竞合发展

话题
Changxing

热门

由商务部等主办的2020年中

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4日

在中国国家会议中心（北京）开

幕。9月6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示了国内外

服务贸易发展中的新科技，同时也

为汽车行业传递了不少新智能科

技、新能源新理念和新销售服务模

式等。基于电动汽车的智能化、网

联化、数字化等优势，有车企运用

互联网思维创造出以直营为核心

的新商业服务模式、智能售后服务

等，尤为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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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记

唤醒汽车黑科技
——试驾北京现代第十代索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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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轮胎为何要换位？ 提醒
Changxing

友情

普通的家用乘用车上一般有四条轮
胎，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行驶一定里
程后需要进行轮胎换位。这四条轮胎都
是支撑汽车的，为什么要换位？应该在
行驶多少公里时换位？

汽车的四条轮胎，其实受力是不同
的，磨损也是不一致的。对于前置前驱
的车型来说，汽车上的主要元件，都集
中在汽车前面的发动机舱里面，比如发
动机、变速箱、电瓶等，所以这些车的车
身质量分布，一般都是前半部分占比更
多，普遍在 55：45 这样的比例上。此外
前轮还承担着驱动、转向的任务，因此

前轮会承受更大的力，磨损也会相对快
一些。对于后驱车来说，后轮是驱动
轮，它的车身质量分布一般都比较均
匀，普遍在 50：50 这样的比例上，在静
止状态下轮胎受力是比较均匀的。但
是在行驶中，后轮起驱动作用，会受到
更大的摩擦力作用，所以后轮磨损会相
对大一些。

现在还有很多四驱车型，这些车型
四个车轮是同时驱动汽车的，受力应该
是一致的，磨损也应该是均匀的，为什么
也要做轮胎换位？其实绝大多数的四驱
车，即使是所谓的全时四驱，在正常行驶

时也是两驱车，并且以前轮驱动为主，可
以看成是前驱车，这样的车型也是前轮
磨损的更快。以后轮为主的四驱车相对
较少，这样的车型后轮磨损相对快一
些。不过总体来说，四驱车的轮胎磨损
均匀度要好于两驱车。此外，还有两个
重要的因素也会导致轮胎的不均匀磨
损。一个是汽车在制动时有质量转移
现象，车轮减速停止而车身在惯性作用
下继续向前移动，所以此时的前轮会受
到更大的力，甚至会承担汽车 70%以上
的重量和制动力，这样也会加剧前轮轮
胎的磨损；另一个原因是路面为了保持

良好的排水性，都是中间高、两边低，有
一定的倾斜角度，汽车行驶在上面会自
动的向一侧偏移，也会导致轮胎磨损不
均匀。

专家表示，大多数的前驱车都是规
定一万公里时进行轮胎换位，部分车型
规定在两万公里时换位。不过从实际经
验来看，对于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城市铺
装路面上行驶的车型来说，两万公里换
一次位就可以；如果是经常在较差的路
面上，或者是在一些非铺装路面上行驶，
那么就要缩短轮胎换位的周期，一般在
一万公里时就要进行换位。 （欣 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