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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车车

全新途锐
45°陡坡“一踩即过”

自古以来，人类不乏对狂野驰骋的追求。全
新途锐凭借其出色的越野性能，陪你实现征服速
度的梦想。

全新途锐4XMOTION系统的中央差速锁
和后桥差速锁，可进行100%的锁止，并根据路
况适时调整动力输出，保证了车身出色的通过
性，在车身底部不接触地面的情况下可越过大的
树干、岩石或者山坡。无论是宽阔公路，或是崎
岖旷野，4XMOTION系统都能应对自如，无惧
挑战。

在每天前往各处的路上，全新途锐是值得
你信赖的“好伙伴”：电子调控的空气悬架带给
你极佳的驾驶灵活性；自动升降的驾驶座位给
你良好的乘驾感受，同时满足了宽阔的视野。
在野外的道路上，这辆当之无愧的“越野之
王”，助你翻越艰难险阻，一步步“攀爬”，接近
理想的“目标”。

当其他车辆在重重障碍前无奈地举起“白旗”
时，你只需踩下油门，便毫无压力地越过看似无法
逾越的路段，把艳羡的眼光留给旁人。除此之外，
最大安全侧倾角35°、最大爬坡能力45°的惊人越
野能力，可让全新途锐安全爬上陡峭的山坡，就连
难以步行的地方也可从容驾驶。

对于大众进口汽车途锐来说，征服一个个看
似不可能的“高度”已经不是旅途的目的，而只是
一个个超越自我的“记号”。

“未来先享 技高一筹”

卡罗拉双擎来了！

3月18日，“未来先享 技高一筹”卡罗拉双
擎媒体试驾会在鹏城深圳举行。作为丰田最先
进、最成熟的油电混合动力技术搭载平台，卡罗
拉双擎在节油、环保和“高一级别”用车感受等方
面体现了“过人之处”，展现出混合动力车型独特
的产品魅力。

曾几何时，价格成为混合动力车型走入寻常
百姓家不可逾越的门槛。一汽丰田也因此在中
国的节能车市场踟蹰独行了很多年，如今花开花
落，卡罗拉双擎进入中国。这款核心技术已在国
内生产的混合动力车型，以13.98万元的定价冲
破了曾经不可攀越的价格藩篱，也意味着一个崭
新的“全民混动时代”将由此开启。

值得一提的是，卡罗拉双擎空调系统的动力
源来自混合动力电池，即便是在发动机停止的情
况下，仍能够正常使用并迅速进入状态，从而为
驾乘者提供更加舒适的使用环境。

800万客户和近20年时间的检验，丰田的混
合动力技术见证了其所一贯坚持的“丰田品
质”。今天，卡罗拉双擎又将这套先进成熟的混
合动力系统带入了“寻常百姓家”，而为了让更多
的消费者感触到它所带来的动人心弦的驾驭体
验，卡罗拉双擎同时在销售政策层面上也给予消
费者更多支持和保障。除了整车3年或10万公
里的基本保修、混合动力电池8年20万公里的保
修之外，消费者还能选择日供27元的轻松贷或贷
款3年5万公里免费保养的“安心定保贷”政策。

“安心、安全、爱用”，一汽丰田给予消费者的这份
真情始终如一。

■ 见习记者 丁平

案例

去年6月21日，当事人梁某
驾驶一辆大中型拖拉机沿海榆中
线由南往北方向行驶，上午9时过
5分钟左右，与相反方向行驶而来
的一辆重型自卸货车相遇。这辆
重型货车的司机高某，此时驾车
越过道路中间的虚线偏占左道行
驶，导致其货车前左侧撞到梁某
驾驶的拖拉机车头左侧。两车相
撞造成车损人伤，而高某在送至
医院后抢救无效，于当天死亡。

据了解，发生事故的路段为
沥青路面，南北走向、双向通行，
属于交通标志、标线路段。

根据现场勘查、检验鉴定、监
控视频、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
证据证实：当事人高某驾车不靠
道路右侧行驶，其行为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三十五条“机动车、非机动车
实行右侧通行”的规定，从而酿成
车毁人亡的悲剧。

海口公安局交警支队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
及第九十二条，以及《道路交通事
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第一
款的规定，认定当事人高某承担本
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警示

通过该案例，海口公安局交警
支队相关负责人提醒驾驶人员：相
向而行的两辆机动车相遇会车时，
司机要减速慢行，为安全起见，宁慢
三分不抢一秒；遵守路口交通规则，
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抢
行、不肆意变道变线；严格按照车道
行驶，在指定地点掉头拐弯。

近日，中汽协发布了一组数
据，2月份国内汽车销售158.09万
辆，环比下降 36.94%，同比下降
0.86%。与之前不同的是，2月份
乘用车增幅比上年同期有所减缓，
而商用车降幅收窄。在此基础上，
前两月汽车销量为408.7万辆，同
比增长仅为4.4%。这意味着，我
国汽车增速在前两月并未能实现
新的突破，而是回落至5%以下。

工信部预计，在政策的推动

下，今年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产品
开始准备加入市场，新能源汽车产
销量或将比去年增加1倍以上。
这也意味着，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
量将会达到近70万辆。

业界普遍分析，随着小排量乘
用车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实施，边际
效应正在减弱，传统汽车市场走势
或将再度受到挑战。反之，新能源
汽车强劲“逆袭”，将保持快速的发
展态势。 （南方日报）

今年，越来越多消费者转而选
择新能源汽车，尤其在北京、上海
这样的一线城市，看似更容易获得
的新能源汽车指标也变得紧张起
来。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各方
面利好政策正迈入成熟期。笔者
以为，如果你看好新能源汽车，现
在就是下手的好时机。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小客车指
标办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第一期个人示范应用新能源小
客车配置指标申请和确认延期的
共13692个，申请数约占个人全年
新能源指标（5.1 万个）的四分之
一。一年共摇六期，如果按照这个
节奏，今年北京市新能源汽车牌照
指标极有可能到第四期（8 月份）
便所剩无几了。

如果新能源汽车指标当年配置
完不会增加，那么超出部分按申请
时间顺序轮候，简而言之，先摇先得。

今年上半年，国内很多主流新

能源车企将陆续推出综合续航里
程超过250公里的产品，比如江淮
IEV6S、北汽 EU300、奇瑞艾瑞泽
3EV 等。续航里程的延长无疑减
缓了消费者对里程的忧虑。

同时，今年是新能源汽车补贴
退坡前的最后一年。在北京，续航
里程大于等于 250 公里的产品可
以获得国家、地方补贴各5.5万元，
累计 11 万元。如果到明年，同等
续航里程的产品只能获得补贴累
计8.8万元。

除此之外，新能源汽车的使用
环境正在逐渐改善，今年国内各地
继续加大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力
度，一线城市继续施行纯电动车不
限行的政策，这将促使一部分本来
拥有传统车指标的消费者或购买
新能源汽车作为家庭“第二辆
车”。毫无疑问，今年新能源汽车
将逐步形成良性的市场体系。

（刘墨）

安全驾驶、出行平安，是珍爱生命的一件大事。
违法违规驾驶，害人害己。从本期开始，海南日报商
业周刊记者通过不定期走访海口公安局交警支队相
关部门，从众多已发生的交通事故中，找出一些典型
案例，在海南日报汽车周刊上陆续报道，警示广大司
机朋友，尤其是私家车车主，文明驾驶、安全第一。

未靠右行驶致自己车毁人亡

当事人负全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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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照自学直考
备受年轻“菜鸟”青睐

从4月1日起，在天津、成都等16个城市，小
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驾驶证将开始试点自学
直考，这意味着自主驾考从愿望变成现实。

近日，一项受访者达2000人的调查显示，近
半数的受访者拿了驾照后不能直接上路，要专门
练习，其中，“有驾照不开车”的现象在受访者眼
里很常见。对于驾照自学直考，66.7%的受访者
希望驾照自学直考能得到更多的场地配套，
64.6%的受访者希望试点城市能逐步增多，56.3%
的受访者希望政策能落实到位，49.4%的受访者
希望学车过程更便捷、更高效。

“当然不敢上路了，谁从驾校出来就敢上路
啊？”80后王炜脱口而出。虽然在大学里冬练三
九夏练三伏，花了快一年时间才啃下驾照，但对
她来说，心理因素仍是上路的最大障碍，“心理的
抗拒，比技术的生疏更难对付。”

“刚上路的时候，一定要家人陪在身边，否则
是不敢的。”王炜说，虽然她在理论层面上已经成
了会开车的人，但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还是
需要有人在身边指导自己开车。

一些准备考驾驶证的人表示，自学直考对已
经有开车基础的人来说是好消息，省去了一些在
驾校学车的常规费用，也更节省时间。不过，目
前大部分城市还没有放开自学直考。很多年轻
人希望自己所居住的城市早日放开自学直考，以
便学车的过程更人性化，避免浪费时间在已经学
会的项目上。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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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新能源汽车
为何现在须出手？

产业发展方向明确
利好政策密集出台

在不久前结束的“两会”上，排在
汽车行业热点话题第一位的依旧是新
能源汽车。自从2008年以来，“两会”
汽车议题中都少不了新能源汽车，可
见其发展在我国汽车行业中的重要作
用和地位。

从全国情况来看，新能源汽车的
发展基本进入了“快车道”。据中汽协
预测，2016年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
将会在去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70
万辆水平。而3月之后，新能源汽车销
售将进入旺季，随着地方补贴的出台，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环比都会有
所上升。

除了管理层面鼓励新能源汽车发

展的多项利好政策接连出台之外，各
地也开始陆续颁布新能源汽车地方补
贴政策。截至3月16日，已有近20个
省市明确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标准。

发展空间不断扩展
市场前景一片光明

“可以预见的是，今年出台的新
能源汽车扶持政策远不止目前这些，
新能源汽车的消费前景将会越来越
广阔。”梁世军对记者说，近年来北汽
新能源汽车在海南的销售情况一直
稳中有升，尤其是汽车租赁市场这
块，新能源汽车由于使用成本低、保
养方便，已经逐步被客户和消费者接

受和喜爱。
梁世军还告诉记者，目前纯电动

汽车充一次电成本大约在 50 元左
右，可以行驶200公里左右，比起燃
油汽车的使用成本，可是降低了不
少。而且北汽纯电动汽车的电池都
有6年或者15万公里的保修期，对于
购买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者可以说没
有后顾之忧。

比亚迪汽车海南经销公司负责
人王先生对记者表示，比亚迪近几年
在海南的销售情况也稳步上升，“唐”
和“秦”两款油电混合车很受普通消
费者关注和喜爱，同时E5和E6两款
纯电动汽车已经进入海南几个市县
的出租车市场，发展前景十分看好。

不过王先生同时表示，相对于国内其
他城市，海南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新利
好政策还没有出台，海南新能源汽车
销售目前有些被动。

据王先生介绍，比亚迪明年将上
演混合动力产品“大戏”，在插电式混
合动力方面预计推出的新车型，包括
SUV“宋”、紧凑型SUV“元”及小型
MPV“商”等车型。同时，在纯电动
车方面，公司预计推出各种专用车，
包括纯电动叉车、机场摆渡车、微型
面包车T3等。

梁世军认为，目前海南全省只有
400个左右充电桩，还满足不了新能
源汽车的推广需求。虽然新能源汽
车基础设施建设尚待完善，但蓬勃向
上的销量业绩证实了消费者对新能
源汽车的渴求。今年，海南新能源汽
车销售或将提速，驶入“快车道”。

新能源汽车“乘东风”恣意快车道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在今年的两会中，
‘新能源’再次成为热议
重点。我们业内人士认
为，新能源汽车是未来
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
今年汽车市场重要的突
破口。”北汽新能源海南
经销商、海南永诚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梁世军表示，虽然海
南新能源汽车销售起步
稍晚，但市场需求并不
低，业界期待新能源汽
车销售越来越旺。

车市遭遇“倒春寒”，新能源汽车“逆袭”

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087 辆和 10891
辆，比上年同期分别
增长60.1%和68.5%。

今年 1-2 月，
新能源汽车生产
37937 辆，销售
35726辆，比上年
同期均增长 1.7倍。

纯电动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27850
辆和 24835辆，比
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2.6倍和2.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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