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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抵制？
●提高处罚力度减少开车看手机的行
为（70.8%）
●需要加强相关宣传教育（46.9%）
●建立举报机制（48.1%）
●提高查禁技术（41.3%）
●杜绝开车看手机应该从自己做起，
坚决抵制（48.1%）

接打电话的时间节点
●堵车时（75.0%）
●等红绿灯时（67.9%）
●提示铃声响时（48.6%）
●随时都会看手机（25.6%）

为啥开车看手机？
●有电话打来（82.5%）
●看导航地图（60.1%）
●开车发短信和讲微信（57.5%）
●用打车软件抢单（36.5%）
●刷朋友圈（24.9%）
●刷微博（12.6%）
●看视频、小说或者玩游戏（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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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月光）开学季，家
长忙，学生忙，还有一群人也跟着忙。记
者近日走访海口车市，发现多家车商忙
着给老师送“礼”。

“从现在起，老师到我们店里购车，
凭教师证可在原有优惠基础上再享受
1000元的现金优惠。”7日上午，海口市
南海大道丰众华长安4S店市场部经理

布仁特古斯告诉记者。
今年车市不景气，车商抓住一切机会

促销。记者采访时，海口名爵汽车4S店、
奇瑞汽车4S店等车商都表示，教师节送
大礼促销方案已经制定，正在与厂家进行
协商，希望能争取到更多优惠政策。

在海口市南海大道的北京现代汽车
4S店，记者看到该店已在显眼位置挂出

“两轮换四轮送1000元”、“部分车型
7.7折起售”等促销标语。

“海口烈日天和暴雨天非常多，老师
骑电动车上班非常辛苦，因此，趁着教师
节，我们也早早策划，推出部分入门级轿
车和中级轿车，如瑞纳和朗动，教师购车
享受7.7折优惠，像有款瑞纳市场价7.39
万元，教师买最低5.69万元，如果用电动

车置换，还可享受1000元优惠。”北京现
代4S店市场总监罗晨说，活动推出后，不
仅受到老师关注，不少家长也要求参与，
目前每天都能接到很多购车咨询电话。

海口神驰实业公司——东风雪铁龙
4S店总经理于俊杰告诉记者，东风雪铁
龙生产厂家派人到海口，针对教师节策
划“工厂直销”活动，并举行购车抽奖机

会活动，最高奖是价值5000元的液晶电
视。因为今年教师节逢上周四，为方便
教师购车，本次工厂直销活动定在9月
12日周六当天举行。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金九银十”商
业旺季的到来，教师节只是促销价格战
的开始，随着海报集团2015金秋车展的
举办，车市将掀起热闹的促销价格大战。

浓浓尊师意 款款桃“礼”情
车市“金九”促销 好戏刚刚开始

中秋节、国庆节你还想不想开
新车出去兜风呢？海南韩现告诉
你！买车优惠即刻享，八重好礼等
你来拿，全系车型，疯狂让价，订单
节节高，追加优惠无底线！进口现
代海南韩现10周年店庆团购会，火
爆激情开启！

9月12日，海南韩现4S店进口
现代、双龙汽车、华泰汽车、三大品
牌联合团购，好车、好价、让您一步
到位。承诺订车价格高于车展价
格，定金双倍赔付！

现代汽车进口豪华全尺寸
SUV格锐2.0T版正式登陆中国，
更加丰富的动力配置为用户带来

舒适体验！此次的2.0T车型共有
5 个版本可选，售价 25.90 万元-
33.43 万元，搭载ThetaII 改进型
2.0T- GDi 发 动 机 ，最 大 功 率
240Ps，最大扭矩350N。m。这款
发动机采用了涡轮增压技术，反应
更加敏捷，动力也更加强劲，有效
减少了此前市场常见的“涡轮迟
滞”现象，让驾驶者获得充沛、顺畅
的操控体验。值得一提的是，首推
出的格锐2.0T领先版与竞品相比
不仅轴距更长，配备了7座、全景
天窗、DVD导航系统、自动空调、
倒车影像、柔性转向系统和自动巡
航系统等丰富配置！

8月22日，全新CROWN皇冠
D-4ST 2.0T+车型在一汽丰田皇
冠官网向超过100万人次的消费者
和媒体，成功完成“云”发布。

一汽丰田本次推出的是全新
CROWN皇冠D-4ST 2.0T+，共五
款车型，全系标配2.0T+双涡管涡轮
增压发动机搭配手自一体式8档自
动变速箱、S&S智能节油启停系
统、多重驾驶模式、9个SRS空气
囊、7英寸（8英寸）+5英寸TFT双
屏可触多媒体显示系统、DSC起步
辅助控制系统、智能弹起式发动机
罩、TRC牵引力控制系统、VSC车
身稳定性控制系统、LED日间行车
灯等豪华配置。官方指导价为
26.48万—38.98万元。

其中，入门级车型为先锋版，
售价仅26.48万元；在先锋版的基
础上，时尚版增加了真皮座椅、卡

片式钥匙、nanoeTM 纳米水离
子、PCS预碰撞安全系统、ACC自
适应雷达巡航控制系统等配置，售
价为 29.48 万元；此外，还有精英
版、豪华版、尊享版，售价分别为
33.98 万元、36.98 万元和 38.98 万
元。在2.5L车型中已有装备的十
大整合式智能安全系统、18英寸
20辐铝合金轮毂、AVS自适应可
变悬架系统等高端配置也在2.0T+

相应车型中应有尽有。
据介绍到，全新CROWN皇冠

2.0T+作为一汽丰田全面年轻化的
重要战略车型，是一款专为30-45
岁为主的社会精英人群打造的豪华
车，能够满足目标用户对生活品质
和文化内涵的追求。全新皇冠
2.0T+有着卓越的产品品质和强劲
的市场竞争力，是一款开创了全新
T时代的豪华车型。

索尼考虑进军汽车业
将与汽车厂商合作

据国外媒体报道，电子行业的巨头索尼公司
近日表示对进军汽车行业持有较大的兴趣。

索尼公司近年来向多元化发展，而且该公司
擅长的电子行业受到来自谷歌、苹果等公司的激
烈竞争。如果索尼公司能够决定进入汽车行业，
其首先将选择与一个成熟的汽车厂商合作。索尼
公司近日决定将其应用在照相机、手机上的摄像
传感器应用到汽车上。这将逐步扩大Sony公司
的业务范围，并为其进入汽车业奠定基础。索尼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虽然目前没
有关于进军汽车业的明确的计划，但是索尼公司
的这一行动很可能发生。

索尼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还表示，索尼在电子
产业中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如果最终进入汽车行
业，这将是索尼与其他公司竞争的最宝贵资源。
除了将摄像传感器应用到汽车上，索尼公司还在
开发可充电锂电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索尼
公司希望借助其在电子行业中的技术赋予汽车消
费者不同的体验，以此获得成功。 （凤凰汽车）

司机开车看手机
现象普遍
7成受访者建议提高处罚力度

当下，司机在开车的时候接打手机、接单、刷
朋友圈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些行为给自己和他人
的交通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近日，中国青年
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益派咨询对1701人进行的
一项调查发现，80.8%的受访者发现司机开车看手
机的现象普遍，45.6%的受访者认为司机开车看手
机是因为对自己的驾驶技术过于自信，70.8%的受
访者建议提高对开车看手机行为的处罚力度。

与酒驾不同，司机开车看手机的行为监管难
度较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交通学院副教授王颖
认为，要想减少甚至杜绝司机开车时看手机的行
为，要加强对开车时看手机所带来的危害的宣传
力度。同时，她还建议智能手机开发商、软件开发
商和汽车电子设备开发商，考虑行车环境的使用，
尽快对“驾驶模式”的规范进行定义，在开发其产
品时，考虑行车环境的相关规范。（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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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月1日起，国家质检总局将对
儿童安全座椅产品实施强制3C认证。
也就是说，没有获得3C认证证书和没有
标注3C标志的机动车儿童安全座椅将
不得上架进行售卖。

来自公安部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
超过1.85万名14岁以下儿童死于交通
安全事故，死亡率是欧洲的2.5倍、美国
的2.6倍，交通事故已经成为14岁以下
儿童的第一死因。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在发生

小轿车碰撞时，儿童安全座椅能使婴儿
的死亡率降低71% ，幼儿的死亡率降
低54%。

来自中国社科院的数据：目前我国
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连3%都不到。
调查显示，中国75.66%的汽车内没有安
装儿童安全座椅；39.95%的家长曾让孩
子坐在副驾驶位置；而43.12%的家长选
择在乘车时怀抱儿童；10.05%的家长则
认为安全气囊能有效保护儿童。

为保护儿童安全，国家相关部门一

直在不断呼吁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不
过，目前国内儿童座椅的普及情况并不
容乐观。

据公安部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
联合发布《中国儿童道路交通安全蓝皮
书》显示，我国仅10% 的儿童乘车时使
用安全座椅，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
数字超过90%。

不过，一份最新数据调研报告显示，
目前国人对儿童安全座椅3C认证的出
台认知并不理想。

问卷调查中显示，52%的车主不知
道质检总局出台3C认证规定，同时有
66%的用户表示在购买儿童安全座椅
时对安全性及质量存在疑虑；95%的
车主对儿童安全座 3C认证的实施是
持支持态度的，为了能给孩子安全多
一份保障。

大部分车主都认可使用儿童安全座
椅能够保护孩子乘车的安全。但与之矛
盾的数据则是儿童安全座椅过低的使用
率。据该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有孩子的

车主儿童安全座椅的使用率仅为一成。
五成家长担心孩子不愿意座，两成家长
觉得购买成本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
一笔不小的支出。

因此，也有人表示目前儿童安全座
椅3C认证标准的出台，说明国家对儿童
乘车安全的问题逐渐重视，但还有很多
车主对儿童安全座椅的认识不够。因
此，持续普及儿童乘车安全认知和对儿
童安全座椅强制使用全国立法迫在眉
睫。 （今日早报）

大部分车主认可 使用率却过低

七成汽车没有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