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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众

一汽大众

一汽丰田

北京现代

一汽大众

上海大众

上海通用

上海大众

上海通用

长安汽车

北京现代

上海通用

长安福特

吉利汽车

轩逸

新朗逸

捷达

卡罗拉

朗动

速腾

帕萨特

科鲁兹

新桑塔

全新英朗

逸动

瑞纳

新赛欧三厢

福睿斯

帝豪EC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27685

27240

23234

22965

22701

22422

20647

19153

19146

16712

16106

15282

15268

15257

13929

17.1

-6.5

-14.1

15.3

-17.7

-4.6

-7.3

-32.7

21

-21.1

-17.9

46.9

■■■■■ ■■■■■ ■■■■■

汽车 WEEKLY
周刊

执行主编：郑彤
主编：原中倩 美编：陈海冰B11 2015年3月24日 星期二 汽车 WEEKLY

周刊
执行主编：郑彤

主编：原中倩 美编：陈海冰B09 2015年6月16日 星期二

原中倩 13907683226
周月光 18876677703
林莉莉 13876006886

版面联系

进口现代格锐2.0T
豪华大7座-新车！
新动力！“金融钜惠风”火爆开启

进口现代为回馈新老客户刮起金融特惠
风，厂商最高综合优惠超68000元！金融政策
最给力！零首付，零手续费，低利率！一分不花
将进口SUV即刻开回家。活动周期内到店购
买进口现代的消费者，即可享受金融特惠“零首
付，零手续费，低利率，二手车置换最高补贴
30000 元！格锐 2.0T-豪华大 7 座 SUV。新
车！新动力！ 订金5000元抵 10000元车款。
活动期间全系车型钜惠，详询海南韩现4S店，
0898-66824116。

汽油版格锐全新搭载了 Lambda Ⅱ2.0T
V6 GDi直喷发动机，延续了现代汽车在传统动
力领域强大的研发和技术实力，既保证强劲的动
力又能保证燃油的经济性。

超长的360度全景天窗让整个驾乘空间豁然
开朗，2800mm的超长轴距使格锐拥有了超乎寻
常的阔达空间，三排座椅的设计使车内空间的利
用度更高更灵活。值得关注的是，格锐提供6座
和7座两种座椅布局可供选择，其中6座车型的
第二排座椅为独立2人座设计，有效增加了第三
排的通过性。如此空间布局，使后排座椅更加舒
适，豪华性十足，同时极具实用性效果，从而让格
锐成为了一款真正意义上的“全员尊享SUV”。

此外，更值得关注的是格锐精心设计的“预
防安全体系”，其不仅带有LDWS车道偏离提醒
系统，主动提醒驾驶员纠正错误路线，更带有
ATCC转弯牵引力控制系统，以及VSM车辆稳
定管理系统，前者借助四驱系统对前后车轮驱动
力进行动态分配，协助驾驶员分配过弯时的力
度，后者更能在面临崎岖路面时，保证行进轨道
和车辆稳定，将事故与危险“防患于未然”。

■ 本报记者 周月光

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将于9月
举行。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近日公布上述
消息后，在岛内引起强烈反响，不仅诸多
汽车经销商争相签约，还有不少消费者
表示要等到9月再买车。

海报集团是车商合作首选

6月11日，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
招商推介会上，作为海南汽车经销商代
表，海南福德汽车集团与一汽丰田海南
协理会有关负责人分别发言。

海南福德汽车集团市场总监邹勇
说，福德集团与海报集团合作态度鲜
明，有两个坚定不移：第一个坚定不移
是将海报集团作为福德集团发展的首
选战略合作伙伴，福德集团从当初的两
家汽车品牌4S店发展到今天18家汽
车品牌4S店，与海报集团的支持是分
不开的，我们深深地知道，海报集团影
响力在海南是独一无二的；第二个坚定
不移是一如继往参与并支持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
下，海报集团把金秋车展办成海南最有
影响力的车展，让经销商看到实效；今
年的车展，福德集团将更加重视、投入
也会更大，相信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
展会更上一个台阶。

一汽丰田海南协理会会长金昌焕
说，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是一汽丰田最重
视的车展之一，在全国各地汽车展会
上，深圳车展创一汽丰田品牌销量纪
录，而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创一汽丰田单
店销量纪录；一汽丰田高度重视海报集
团金秋车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在每年的9月份，这
是汽车销售黄金季节，因此，一汽丰田
初步决定选择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
上全国首发皇冠与卡罗拉两款新车。

“海南最会卖车汽车展会”

大小车展，海南每年举行五六个，但
是，像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这样受到追捧的
不多。背后的原因是什么？8年努力，不
断超越，海报集团充分利用媒体优势，成
功打造“海南最会卖车汽车展会”品牌。

2007年，海报集团首届金秋车展展
会面积为8000平方米，而到了2014年，
海报集团第八届金秋车展的展会面积已
突破5万平方米。事实上，海报集团金
秋车展，扩张的不仅是形式，更重要的是
实效。

海报集团8届金秋车展统计数据显
示，2007年第一届成交金额1亿元、观
展人次15万；2008年第二届成交金额
1.35亿元、观展人次13万；2009年第三
届成交金额2.1亿元、观展人次12.5万；
2010年第四届成交金额2.61亿元、观展

人次15.7万；2011年第五届成交金额4
亿元、观展人次26.8万；2012年第六届
成交金额 6.1 亿元，观展人次 18 万；
2013年第七届成交金额7.2亿元、观展
人次20万；2014年第八届成交金额
8.55亿元、观展人次25万。

海报集团8届金秋车展，现场售车
17124辆，观展人次约150万。每届车
展4天，8届车展32天，日均卖车达到
535辆。海报集团金秋车展荣膺“全国
经营创新奖”品牌殊荣，成为海南汽车
业界展示品牌、成交走量的最佳展会平
台，被业内誉为“海南最能卖车的汽车
展会”。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优势独特

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为什么有如此强
大影响力？据分析，根本原因是海报集
团掌控着海南最强最好的媒体资源。

作为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在权威信
息获得与发布上，有着独一无二的优势，
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小企业主以及广
大城市白领等群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影
响力，连续6年名列“中国报刊最具广告
投放价值排行榜前5强”；作为岛内喜闻
乐见的市民报纸，南国都市报辐射全省百
万市民人群；作为海南新闻发布官方网
站，南海网是国内外网民了解海南新闻信
息第一窗口。此外，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
展，海报集团旗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不断
融合发展，传统媒体的权威与新兴媒体的
快捷融合叠加，成就海报集团新优势，粉
丝超过百万的新媒体就有3个。

北京现代海口4S店市场总监罗晨
说，汽车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仅有好的汽
车是不够，必须有好的营销策略，媒体宣
传造势是营销的重要一环，缺乏有效的宣
传，再好的营销也都是纸上谈兵，终究产
生不了效益。海报集团金秋车展，正是凭

借独特而强大的媒体优势，在汽车经销商
与汽车消费者之间搭起有效的桥梁，帮助
车商更好更快卖车，帮着消费者省时省钱
买车，因此才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成
长为“海南最能卖车的汽车展会”。

在刚刚召开的海报集团2015金秋
车展招商推介会上，车展组委会有关负
责人说，全媒体立体化宣传将是本届车
展宣传造势最大亮点，展会宣传力度将
超过往届。为做好今年的车展报道，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各媒体共抽调精干
编辑记者20多人组成专门宣传报道组，
各家媒体都将在重要版面开设车展专栏
及时报道车展动态新闻，同时，海南日
报、南国都市报、南海网等主流媒体还将
开设车展专题，针对车商朋友的重点需
要策划专题宣传报道，充分挖掘展示参
展汽车经销商及参展汽车品牌的亮点、
卖点，使参展汽车品牌成为消费者购车
的优选对象。

前8届车展售车1.7万辆，海报集团金秋车展亮出“金钥匙”

等到秋高“汽”爽 约你和“汽”生财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显示，今年
5月，国内轿车车型销量排行榜变动较大，日系品
牌车型销量均有所回暖。轩逸今年首次夺得销量
冠军，同比增长高达17.7%；新朗逸今年初起连续
三个月销量冠军，然而4月份却跌落至第五名，本
月虽有所上升，但并未回复到年初的水平，仅排名
第二。另一款表现较好的车型是丰田卡罗拉，卡
罗拉今年初下滑严重，从3月份起销量开始回升，
本月排名直升三位至第四名；朗动本月增幅有所
放缓，比上个月下滑一位；帕萨特从2月份起，开
始同比两位数的下滑，本月下滑幅度有所收窄，排
名也上升至第七名；同样表现的还有科鲁兹，上个
月销量下滑达27.3%，跌出前十榜单，本月下滑幅
度收窄至7.3%，排名上升至第八位；本月新桑塔
纳销量严重下滑，下滑幅度高达32.7%，排名也从
上个月的第一跌至第九名。 （搜狐汽车）

5月国内市场轿车销量——

日系回暖 轩逸夺冠

制图/陈海冰

挂P档拔钥匙走人？直接毁车，
90%的车主都不知道。”最近一段时
间，一条关于自动挡车该如何熄火
的帖子在网上流传，为了证明所言
不虚，还配了一张图片。那么，事实
果真如此吗？记者从汽修专家和4S
店专业人士口中得知，没有必要特
意先挂N挡，可以直接挂P挡熄火，
所谓损车一说，基本可忽略不计。

网帖挺唬人

挂P挡，拔钥匙走
人？直接毁车！

网帖是这样描述的，“很多车主
朋友在停车的时候，一般是挂P挡，松
刹车，拉手刹，熄火。其实，这个步骤
对于自动挡的车来说，会可能带来很
致命的损害。因为所有自动挡的车，
停到P挡后，变速箱那里会有一个钩
子，扣住齿轮。”网帖还配备了一张图
片，还画出了“钩子”的位置。最后，网
帖发出“终极”提醒，请所有开自动挡
的司机朋友切记以下的停车操作顺
序：停车踩住刹车—挡位进N挡—松
开脚刹车—拉手刹—熄火—进P挡。

对此网帖，看到的网友迅速分成
了两大阵营，一边是非常认可，称学到
了知识，还有网友按照网帖所说的去
操作；另一边则认为是无稽之谈，一位
网友反驳称，这一做法在不少车型上
不适用，有的车挂N挡是不能熄火的，
只有在P挡才能熄火。还有网友直接
表示，“开自动挡车9年，都是直接挂P
挡熄火，变速箱完好无损。”

记者来体验

D挡推入P挡后松
脚刹，有顿挫冲撞感

到底是在N挡熄火，还是在P
挡熄火，有何不同，记者先去体会了
一下。以一辆大众配6速手自一体
变速箱的汽车进行操作实验。从D
挡推入P挡后松开脚刹，地面有轻
微不平，车辆有前后摆动，并有轻微
的顿挫冲撞感。如果在松开脚刹前
拉起手刹，在同样路面，车身没有前
后摆动的冲撞感。这顿挫冲撞感大
约就是所谓的“钩子”扣住齿轮而产

生的。这种冲撞感与在哪个挡位上
熄火没有关系。数次实验，得出结
论是在N挡上静止，或者松踏板前
拉手刹，就不会有这样的冲撞感。

记者随后翻阅车辆的使用说明
书，相关章节中介绍，应在车辆推入
P挡后拔下钥匙，但并没有提到车
辆是否需要在N挡上熄火。说明书
上说，驻车的操作方法是，踩住制动
踏板，至汽车停稳，拉制动手柄，施
加手制动。按住变速杆手柄上的锁
止按钮，将变速杆挂入位置P，然后
松开锁止按钮。并没有看到说明书
上强调，应该在什么挡位上熄火。

专家怎么说

直接挂P挡拔钥匙，
对车子几乎没损害

“没有必要特意先挂N挡，可以
直接挂P挡熄火。”南京新焦点汽车
医院负责人田维同介绍说，在他们受
理的维修案例中，还没有碰到变速箱
因为先挂P挡而损坏的现象。田维
同称，自动挡车有耦合器，负责发动
机和变速箱之间的连接，并起到相关
的保护作用，所以不必刻意去先挂N
挡再熄火。此外，也有汽修人员提出
自己的见解，现在的变速箱都有两组
齿轮，一组负责行车换挡，另一组负
责停车锁止。在停车时，只要车不移
动，锁止齿轮是不工作的，行车齿轮
更不会起作用。所以，先挂P挡就会
损车的观点，无从谈起。

随后，记者又询问了一家丰田
4S店的售后服务总监陈先生。陈先
生说，他本人的操作也是直接将从D
挡推入P挡，然后熄火拔钥匙，他所
了解的许多驾驶员也是这个习惯。
不过，陈先生认为，规范的操作确实
应该是，先在N挡上熄火，松开刹车
踏板，拉手刹，再推进P挡拔钥匙；但
不按照此方法操作，而是直接从D
档推入P档再熄火拔钥匙也不要紧，
对车子几乎没什么损害。“网帖中的
说法言过其实，不必在意。”陈先生
最终也下了这一定义，他表示，记者
实验时所感受到的轻微顿挫冲撞感
就是网帖中所说的扣子扣住齿轮产
生的，不会对变速箱造成损害。

（任国勇 郭一鹏/《扬子晚报》）

挂P挡拔钥匙走人
直接毁车？
专家：言过其实

海报集团 金秋车展2015

海南日报前8届金秋车展的总观展人次约为150万。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