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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联系

界贺车车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周月光

春节前后是购车旺季，但是海口市
民李先生想买辆新车过年，却未能如愿，

“想买的车型得等到3月底才有货，不知
道怎么回事”。记者调查发现，年底前，
确实有一些畅销车型闹起了车荒，不少
消费者有和李先生同样的遭遇。

部分车型闹车荒

“这款车我一直想买，元旦时还来看
过，但当时手头紧。昨天刚发奖金，今天
我就过来了，但销售顾问却说没现车
了”。近日，在海口市南海大道神驰实业
公司东风雪铁龙4S店，李先生站在一款
城市小越野车旁，显得有些失望。记者
注意到，这辆车的前面挂着一个纸牌子，

上面写着“已售出”三个大字。现场的销
售顾问说，这款车的订单已达100多辆，
现在预订，要等到4月初才有车提。

走进南海大道一家汽车“超市”，记者
注意到，工作人员一片忙碌，电话响个不
停。“请不要着急，我们也一直在催厂家和
物流公司赶紧发货送现车，确保您预定的
车节前到货。”工作人员的嗓子有些沙哑。

“一直没有现车，车主们着急，等着节
前提车；我们更着急，天天催厂家和物流公
司，希望能帮助客户在节前拿到车。”海南
开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方
李斌说，从上个月开始，吉利新帝豪、GX7、
豪情等畅销车型就已经没有现车了。

“节前想买辆车回家过年，可是一等
再等，也等不到现车，而且很多同档次的
车都没有现车。”东方市的陈先生已在海
口等了好几天，仍未等到现车。

但是，记者走访多家4S店发现，虽
然将近年关，但没有一家4S店闲着，销
售顾问都在接洽购车人，每个店现场也
都有多款车。

广汽丰田海口嘉华美兰店销售部市
场经理骆海玉说，消费者集中购买的都
是畅销车型，比如说凯美瑞、卡罗拉等，
都没现车，但其它款的都有现车。

在海口神驰实业公司东风雪铁龙
4S店，记者看到，该店共有8款车销售，
目前脱销的只有两款车。

车荒背后原因多

去年12月的“收官战”并没有给春
节前的车市销售画上句号。元旦一过，
海口车市各经销商推出多种优惠活动，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在春节前扎堆购车。

进入2月，海口车市活动依旧轮番
上演，广汽丰田、本田、东风日产、起亚、
吉利等汽车品牌不断加大促销力度，推
出了多重优惠，如节前的清仓让利活动
等，搅热整个车市。

东风雪铁龙4S店总经理于俊杰分
析，畅销车辆基本都是新款车，由于上市
时间短，生产厂家产能不足，不可能及时
满足所有购车人的需求。同时，对于畅销
车型，生产厂家都实行配额销售，4S店不
是想销多少就有多少车的，一般与非畅销
车型搭配销售。此外，春节将至，物流公
司放假，特别是海南，不少货运司机过年
前都不想跑，以致发到海南的货相对较
少，这也加大了部分车型的供应缺口。

广汽丰田海口嘉华美兰店销售部市
场经理骆海玉说，每年春节前，车市都有
一波购车高峰，消费者集中年前买车除

追求新年购车的好彩头以及买车回家过
年外，年终奖等资金到位也是确定入市
买车的重要原因之一。

部分车款车荒，让购车人失望，也让
车商烦恼。

东风日产海神专卖店总经理万利
说，由于东风日产品牌影响力提升，每年
春节前都会出现抢购热潮，短期内难以
调配，不能及时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感到
很无奈，只有不断催促厂家及时送货，帮
助消费者早日提到现车。

市场供求平衡打破，部分车型供不
应求，一些消费者为及时拿到现车，甚至
主动提出加价拿车。对此，业内人士提
醒：购车要理性选择，要提早下单、懂得
取舍，还要遵守法律法规，仔细看购车合
同，约定具体的条款，同时，车辆手续要
办全，以免给春节用车带来麻烦。

2月11日上午，一汽海马汽车
与易车网在海口举行了电商合作签
约仪式，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明世、易车公司董事长兼
CEO李斌签署了为期1年的专项框
架合作协议。此次与易车商城的框
架合作是海马汽车在汽车电商领域
迈出的重要一步。全国重点媒体以
及一汽海马经销商代表现场见证了
传统汽车流通领域和电商领域这一
具有创新意义的合作。

此次合作开创了国内汽车自主
品牌的先河，将一款完整的车型交
予汽车互联网公司独家销售的同
时，双方共担线上线下营销的配合、
电商与经销商的配合、传播与活动
的配合、客户分析与精准营销的配
合，实现了互联网渠道与传统汽车
渠道的无缝对接。并且，除了常规

的电商平台入驻外，海马汽车还将
与易车公司加大互联网传播集客、
车型定制、在线直销，数据共享、客
户研究等方面的框架合作，寻求真
电商发展的转型之路。

此次合作，包括海马旗下的
2014款普力马全部4个型谱将在易
车商城全国独家销售，主要包括1.6
升手动创想版和开拓版、1.6升CVT
乐享版和1.8升CVT尊享版四个款
型。普力马是一款市场影响力颇深
的MPV车型，自2001年上市以来，
凭借扎实的做工和成熟稳定的产品
品质培育了一大批忠实用户。此次
将一款在售车型交给易车商城独家
销售足见一汽海马做电商的决心和
魄力，也体现出一汽海马对于客户
消费方式转变的牢牢把握。

普力马电商独家销售完全是从

客户便利、客户获利的角度来考虑，
客户无需再多次到店议价便能享受
全国统一的最大优惠。通过易车商
城购买普力马流程简单，消费者在
易车商城交付订金后，与客服人员
确认提车日期后便可到店提车。在
便捷的购车流程基础上，消费者还
可以享受九二折的电商销售价，同

时享有汽车金融贷款服务。
一汽海马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

林明世表示：“近几年来，电商营销发
展迅速，海马汽车敏锐把握市场风向，
通过前期的几次试水，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易车是国内汽车互联网公司
的优秀代表，双方的合作，将为海马
汽车开启全新的销售和营销模式。”

百越牌纳米烃润滑油
将在海口出租车行业
全面推广使用

日前，由海南迅通科技节能有限公司主办的
签约仪式在海口隆重举行，海南省节能减排办、
科技厅、工信厅、中信银行的领导参加了见证。
海南迅通科技节能有限公司在仪式上与海口市
十二家出租车公司正式签约，届时海口市出租车
行业将全面使用由海南迅通科技节能有限公司
提供的百越牌纳米烃润滑油。

在签约前，海南永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海南
银建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海口市金汇佳汽车服务
站及海口公交新月汽车有限公司等代表上台发表
了他们对百越牌纳米烃润滑油的认识、感受以及
亲身体验的过程，并表示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和信
任百越牌纳米烃润滑油，将节能环保进行到底。

据悉，海南迅通科技节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
美国国防燃料技术、定位高端、集节能润滑油及润
滑油添加剂，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公司，是新
概念汽车润滑油专业提供者。公司秉持“节能减
排，延长引擎机件寿命，提升客户经济效益！”为宗
旨，公司所属润滑油系列产品确保使用2万公里，
让发动机更加高效节能，为生活提供更加快捷科
技的新体验，享受速度与安全的双保险。

“没现车了”“要等两个月”“这车已售出”……

畅销车型年前海南闹车荒

一起玩转新电商

海马与易车网展开电商框架合作

■ 本报记者 王勇

三“羊”开泰游海南

羊山

羊岭

羊新

春节岛内自驾游
海南交警有提醒

●我省高速公路均已实行24小时不间断全
程管控（高速公路小型载客汽车最高限速为120
公里/小时，其他机动车最高限速为100公里/小
时，我们建议小型载客汽车行驶速度为110公里/
小时以下），在国道、省道的重点路段也设置了固
定或移动监控设备。

●所有车辆在离岛前如有超速等交通违法
记录，请到省际道路交通违法处理站（秀英港和
南港均有设置）或附近交警部门设置的违法处理
窗口接受处理，避免因出岛后不能办理跨省异地
处理交通违法带来的麻烦。

●交警部门将会及时通过海南交警总队网
（http：//www.hainanjj.gov.cn），新浪、腾讯官
方微博、微信和媒体发布旅游景区和旅游线路交
通路况信息，请留意收看。 （原辑）

羊山
古韵风流藏石间

面积约1000平方公里的海口羊
山地区，被誉为“海口的后花园”，据
传是亿万年前火山爆发，地下熔岩喷
发流溢形成，因此，呈现出高地起伏
的丘陵地貌。驱车前往，首先感受到
的是多石多树的自然风光，细细走
访，才发现还有品不完的人文景观。

窗外，是绵延百里的绿色生态画
卷，随处可见天然的湿地，栖息其间的
虫鸟怡然自得。车内，舒适、低调而简
约。据说不论是旗舰还是普通系列，
宝马的方向盘都不会有很多按键，因
为握着方向盘的时候本来就应该旁空
一切，专注驾驶，享受驾驶乐趣。现在
很多车型的多媒体系统功能越来越强
大，使方向盘上按键数目直线上升，但
对喜欢驾驶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浮
云”，他们更在乎通过方向盘与车交流
的感觉——这才是驾驶的本源。

古代羊山有一条驿道，是宋代海
南岛的交通要道。据说，苏东坡当年
北归从澄迈往返琼州府城的时候，走
的就是这条古驿道。

如今，我们驱车穿村越寨，残留的
古道还在，沿途美社村、美梅村等村落
辉煌的历史还依稀可见。巍然而立的
四层高“炮楼”、相传龙济光所建的古
堡“龙楼”、印刻着孙中山笔迹的“耆年
硕德”牌坊……静静地流淌着一段段
沧桑的时光。

羊山多石，黑色多孔的火山石，是

羊山的标志。走进羊山的村庄，如同走
进石头的世界，村门、村道、民居、碑刻，
目光所及，皆是石头所建。野外，散布
的丛林、湿地，从石头间生长起来，各类
绿色植物，将裸露的土地全部装扮起
来，生生不息的力量仍在代代相传。

驾驶这款加长版的豪车，在蜿蜒
狭窄的村道中徜徉，庞大的车身偶尔
会给初驾者一种压力感。不过，贴心
的是，全车配有5个摄像头，可以全
方位观测周围的情况，安全启动和泊
车也不是很难。

羊岭
椰乡椰水沁心田

文昌市羊岭村，位于该市与海口
交界处的蓬莱镇。羊岭村与海口市
琼山区著名的文明生态镇——大坡
相邻。成片的橡胶林、胡椒林生长在
肥沃的土地上，绿意盎然，是相对富
裕的文明生态村。

与广阔的海口羊山地区比起来，
羊岭村要小得多。不过，穿越连片的
文明生态村时，乡土气息和田园美景
随时扑面而来，同样令人心情愉悦。

虽然很少有7系的车主会坐在
驾驶位的，但宝马并没有放松对驾驶
位的体贴，坐在上面有一种被包覆其
中的安全感。宽大舒适的座椅、方便
多样的调节方式，让驾驶员可以根据
个人的体形和偏好进行调整，恰到好
处地支撑起整个身体的重量，有助于
缓解长途驾驶的疲劳感。对于这个
级别的车型来说，皮革材料大面积使

用已经是国际惯例，宝马730li也不
例外。中控台上使用真皮包裹可以
消除前挡玻璃上的反光，在阳光充足
的海南驾驶，也不会有强光刺眼。

在一段路况较好的地段，我们将驾
驶模式调到“运动”。3000转起步，会
有明显的推背感，并且比预想的要好得
多。过弯的时候明显感觉尾部活跃了
很多，在运动模式下，整个车仿佛换了
脾气似的，油门反应更快，换挡转速更
高，只是超长的轴距使得初驾者总是感
觉变道、拐弯稍显迟缓一些。而当驾驶
模式调到“舒适”时，车子立即安静下
来，给人四平八稳的感觉，此时放一杯
水在车上，绝对不用担心会洒出来。

穿过海文高速继续一路向前，抵
达文昌市椰子大观园时，天色已晚，
亮起的路灯下，椰影婆娑摇曳。试驾
者找到一处开阔的场地靠边停车，坐
进一家叫做“椰子水文昌鸡”的饭店
里开始点菜。店家小妹推荐说，这里
的椰子水煮文昌鸡是招牌菜。一尝，
果然鲜甜！旅途奔波的劳累之苦，在
令人垂涎的美食面前瞬间松懈。

停驻间，笔者留意到，在文昌景区
附近吃饭留宿的客人，大多操着外地
口音，还有辽宁、四川、黑龙江等内地
的车牌。酒店服务员说，春节前后，正
是海南岛旅游旺季，不仅酒店宾馆一
房难求，特色餐饮美食店也常常爆满。

羊新
美丽三亚添新颜

如果说，徜徉乡间椰林和古村落

是一种乐趣的话，那么，开着宝马驰
骋高速和穿越椰风海韵的三亚湾，那
绝对算得上是一场美妙绝伦的精神
享受和视觉大餐。值得一提的是，宝
马730Li四扇车窗都使用了5mm厚
度的隔音玻璃，这让车内的静音水平
几乎达到会议室的级别，这使得在高
速上行驶时，足以无视身旁呼啸而过
的大货车。

辽阔的海，绵延的沙滩，摇曳的绿
树，还有高耸的凤凰岛星级酒店……
很想很想，为它们停下来，静静地聆听
一次海浪拍岸的声音，多看一眼温柔
划过的海岸弧线，在那椰子树下的吊
床上躺半天，任海风轻拂，让阳光从椰
林缝隙间洒落下来，一边是喧嚣繁华
的城市，一边是辽阔深邃的大海。

当车子离开三亚湾靠近原凤凰镇
辖区附近的时候，羊新社区以另一番面
貌呈现出来：四处耸立的高楼大厦，繁
忙的街区到处车来人往……据悉，随着
三亚撤镇设区，原先的凤凰镇已不复存
在，如今的羊新村是天涯区的一部分，
这里城市化的趋势已十分明显。

不过，千般景象都不过是旅程中
的匆匆一瞥，当我们心怀一颗寻找美
丽的心时，只有那动人的椰风海韵驻
留心间，任花香温润满怀，我们相信，
这座城市会在发展中愈发美丽。

自驾回家？别急！
看完这篇再出发！

●检测好车上的“油水”
事前准备环节，很多人都知道要检测好“油

水”，包括机油、冷却液、水箱水，这些工作虽然自
己动手也很简单，但是更省心省时的方法，还是
去个正规一点的维修点或洗车档，它们很愿意为
你代劳。趁着现在洗车还未疯狂涨价，去为自己
的爱车洗个澡，顺带叫师傅把上述的“油水”都检
测个遍，不足的马上帮你加上就好。

●最好常备充气机
如果你刚在年前买了新车，别以为新车的胎

压就准确无误了，因为运输等多方面的原因，新
车出厂时的胎压一般都打得比正常情况高。胎
压高了，不仅高速行驶不安全，也大大影响乘坐
的舒适性。所以买了新的车你，还是去轮胎店为
新车减减压吧。

●善用手机中的地图软件
春运期间最让人心烦的肯定是堵车，堵得不

知何时能回家。所以出行前最好打开收音机听
听最新的交通消息，春运期间即使不是交通电
台，都会多少报道点路况资讯，让你心里有准备。

除了电台这种传统的方式，现在还有更精准
的方式，打开你智能手机里百度地图、高德地图
等其中一个，就能查看到不同道路的实时交通路
况。除此之外，利用手机上的地图软件，提前规
划好出行线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要知道高
速公路上许多事故就是发生在出口位置，驾驶员
看路牌左摇右摆的时候。路线提前熟悉好，减少
不确定因素，才能让自己的回家路更顺利。

●不要在弯中停车休息
长途驾驶累了，停车休息一下那是必须的，

停车地点的选择也颇有考究。当然首选是服务
区，没有的话就只能选路边比较开阔的地方，但
是我们发现在国道上，许多人就是觉得弯中位置
比较宽阔然后就停车在那里休息，其实这是个非
常危险的做法。

弯中的位置，盲区很大，两个方向的来车都
不容易察觉你。万一有危险状况出现，弯中刹
车，轮胎要兼顾转向和制动，制动的效果会明显
下降，而且更容易会发生失控的情况。 （原辑）

务区服服

海马旗下的2014款普力马将在易车商城全国独家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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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试驾宝马730Li东线采风

宝“马”香车踏青去
三“羊”开泰探春红

宝“马”香车踏
青去，三“羊”开泰探
春红。春节前后是
传统购车高峰期，海
南日报汽车周刊推
出“三‘羊’开泰·海
南试驾”活动，分东
线、中线、西线三路，
对海口羊山、文昌羊
岭、三亚羊新、琼中
仙羊、白沙羊岛、儋
州羊坊等地新春采
风，同时对试驾汽车
的性能进行体验，为
消费者提供第一手
的试驾报告。近日，
本报记者驾驶海南
宝翔行汽车销售服
务公司提供的宝马
730Li 汽车，开始了
东线“喜羊羊”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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