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狭义乘
用车零售销量达
170.34 万辆，同

比增长14.5%。

狭义乘用车
批发销量达到
173.1万辆，同比

增长13.6%。

相比销售较为
惨淡的4月，5月车
市明显向好，销量
均呈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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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评

家住海口西海岸的卢先生在给
爱车换机油的时候，4S店维修人员告
诉他，必须同时购买机油添加剂并一
起换上，卢先生感到疑惑不解，明明
只是换机油，却要同时购买添加剂。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车主换机油
或者是滤芯之类的小件，营业员一般都
会推销一些附属的机油添加剂或者空调

管道清洗液，并表示必须得一起换上，部
分4S店还在更换机油时添加所谓清洗
液，收费高达180元—200元，这就是某
些4S店常用的“捆绑销售”策略。

据了解，另一种常用的猫腻就是
以次充好。用普通的配件代替原装配
件，劣质的配件不仅效果差，还存在严
重的安全隐患，专业人士提醒车主，在

过保期之后再保养最好自带配件，用
着也放心，价格上也便宜不少。

家住海口金盘片区的周先生在保
养时也遇到了一件“窝火”的事儿，“更
换机油一般要求换4升，当拔起机油标
尺时显示已经到达规定量，这时为了多
赚点钱，有些4S店会要求你发动汽车
后再检查一下，这是因为发动过后机油

已经进入发动机，所以油量减少，店家
一看不到规定量会要求你再买一瓶机
油，从而多赚一瓶机油的钱。”

此外，据记者了解，还存在价格
不透明的问题，同一款车在不同地方
保养，换一样的配件，工时费、物料费
价格总共算下来从四五百元到五六
百元不等，差距较大。

汽车保养有讲究，不是越频繁越贵越好

保养过度会中暑 明知赃车仍购买
连环买家均获刑

本报讯（记者丁平 通讯员李明建）一辆工
程卡车，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车，仍然购买使
用并转卖他人，最终，参与连环购买转卖的数
名交易者均被逮捕归案，齐齐领刑。

2010年7月4日，钟某才停放在海口市美兰
区美祥路的一辆黄色解放牌CA3168P1K1T1型
工程卡车被盗。同年7月底，邱某帮在明知该车
没有合法有效的来历凭证的情况下，在海口市国
兴大道海南省图书馆附近以12000元的价格从

“阿三”（姓名不详，在逃）处购买该车。
之后，邱某帮在洋浦经济开发区干冲地区

的电影院旁，通过郑某新（已判决）将该车以4
万元的价格销卖给羊某志、羊某逢（均判决）。

其后，该车几经转手，经手人均被判刑。
同年11月21日，羊某志、羊某逢在洋浦经济开
发区的一汽修厂内将该车以7.5万元的价格销
卖给陈某森（已判决）。同年12月14日，陈某
森在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一汽修厂内将该车以7
万元的价格销卖给王某义、林某顺（均判决）。
2011年10月9日，王某义在儋州市东坡书院
旁将该车以人民币6.1万元的价格销卖给柯某
松（已判决）。同年11月份，柯某松在洋浦经济
开发区一菜市场以6.45万元的价格将该车销
卖给程某勇（已判决）。2012年5月7日，定安
县公安局民警根据群众举报抓获驾驶该车的
程某勇。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认为，邱某
帮明知是犯罪所得赃物而予以买卖，且该赃物
解放牌卡车价值195386元，其行为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举案说法

根据乘联会最新数据，2016年5
月份中国汽车市场销量呈现上涨趋
势，车市销量涨幅再回到两位数，开始
回暖。同时，自主品牌出现疲态。

从5月销量前十名车型看，较前几
个月存在两大变化：一是自主品牌车
型数量减少，仅五菱宏光、哈弗H6和
传祺GS4三款；二是SUV车型数量缩
减，只有哈弗H6和传祺GS4。因自主
品牌多半倚靠SUV提振销量，所以这
两个变化之间存在关联。按照系别划
分，前十强中自主3款，德系3款，日系
和美系各2款；按照类别划分，轿车7
款，SUV减少到2款，MPV为1款。

5月 SUV市场共统计 151款车

型。销量同比上涨37.5%至 64.2 万
辆，依然在三大类中增长速度最高。
前十车型中，日系占据了4个席位，自
主占据3席，美系、德系和韩系分别占
据1个席位。而去年以来，自主品牌曾
长期在SUV市场拥有绝对优势，鼎盛
时期霸占十强中9个席位。今年5月，
这样的优势明显削弱。之前领先的自
主品牌SUV车型主要退居至11-20
位，在这个排名区间内自主品牌占据
了6个席位。

5月份，轿车市场结束了同比下
滑的态势，虽然仅微增0.7%，但不得
不说是一个好兆头，轿车市场出现了
今年首次同比增长返正，但竞争也更

加激烈。5月轿车销量主要是在合资
品牌的推动下实现复苏。从前十榜来
看，大部分车型继续延续两位数的增
长，除了朗逸仍然以36047辆的成绩
雄居轿车销量排行榜NO.1的宝座以
外，其他排名相较于4月基本都已经
易主。

可惜的是，自主品牌车型依然和
轿车前十强无缘，最高的帝豪EC7，5
月份以15101辆的销量居于第11位，
销量破万辆的自主品牌轿车还有奇瑞
艾瑞泽5、吉利远景和长安逸动。

2016年5月，狭义乘用车（通常指
轿车+MPV+SUV）零售销量达170.34
万辆，同比增长14.5%。 （杨万）

5月车市又见双位数增长

自主品牌出现疲态

夏季汽车保养
点小常识

夏季高温酷热的天气，人在这样的气温
下，很容易中暑，而汽车也是一样，一些使用
频繁或负荷较重的系统装置也容易发生故
障，因此，司机朋友们夏季汽车保养小常识一
定要知晓哦！

经常检查水泵工
作情况和风扇皮带张
紧力，风扇皮带不可沾
油，防止风扇皮带打
滑。经常注意水泵漏
水情况，同时要注意将
百叶窗开足。

高温天气行车，水箱内
的水蒸发加快，要时刻注意
检查冷却水量，注意水温
表。发现缺水时要立即停
车，但不可马上加水，而应
等怠速运转降温后再补充
水，并注意不要马上打开散
热器盖，以防被烫伤。

■ 本报记者 杨艺华

在汽车呈井喷式增
长的今天，维修保养这
块“蛋糕”越来越大。

当下，汽车维修保
养这个行业鱼龙混杂，
加之车主们爱车心切，
常常一掷千金，甚至想
当然地对爱车进行过度
保养，殊不知稍有不慎，
就容易落入“陷阱”。

如何科学地对爱车
进行适度保养，如何规
避保养维修的误区，如
何在炎炎夏季防止爱车
“中暑”？记者进行了调
查走访。

炎炎夏季，对于爱车来说也是一个
“难挨”的季节。车主们必须格外注意一
些养车的细节，才能防止爱车“中暑”。

刚来海南工作的小袁买了一台
SUV，不料还没用上3个月，天气“烧烤”
模式开启后，爱车被连续暴晒后车漆竟
然开始出现了小裂纹，让他好不心疼。

专业人士提醒车主们，夏天紫外
线对车子的损伤，最主要的还是对车

漆的渗透作用。被强烈的阳光灼伤
后，车体颜色明显变浅，甚至产生小
裂纹。所以在夏季给车打蜡、封釉也
是必要的。釉是内含紫外线反射剂
的高分子结构漆面护理剂，好似一层
防晒霜，为爱车涂上以后，可以保护
车漆。夏季停车时也尽量选择树荫
下或者地下车库，避免暴晒。

由于夏季炎热，很多车主不常开

车窗，并且为了空调的风力大，常常
只选择内循环。长久以来，车厢内的
空气就会变得混浊，特别再碰上雷雨
前高温湿热天气，细菌同样容易滋
生。车主此时可以选择自购一些内
饰清洁剂或到汽车美容店对爱车内
饰进行一次彻底清理。

夏天温度比较高，油和水的蒸发
速度都将加快，所以一定要把油箱盖

盖严，油管要防止渗油；经常检查水
箱的水位，曲轴箱的机油油面、高度，
制动总泵内的制动液液面高度及蓄
电池内电解液密度和液面高度等。
不合规定时，要及时添加和调整。

夏天多雨，要保证雨天最好的行
车视线，雨刷就要注意更换。雨刷上
的橡皮叶会随年月老化，影响擦抹效
果，因此雨刷最好两年更换一次。

规避保养“误区”

家住海口海甸岛赵先生的新车
刚过5000公里首保，上个月又跑了
两次环岛高速。他担心新车的机油
不够，将朋友送的一瓶机油加了进
去。一段时间下来，新车开始烧机
油。到4S店检查，才知道是原来是机
油加得太满。

很多车主都知道机油不够时会
损坏汽车，其实机油过多也会损车。
如果机油添加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在
工作时曲轴柄、连杆大端产生剧烈的

搅动，不仅增加了发动机内部功率损
失，还会使溅到缸壁上的机油增多，
产生烧排机油现象。专业人士建议
车主添加机油时，一定要以发动机机
油尺上的刻度为准。

很多车主一旦感觉汽车怠速有
问题，就立即前往4S店更换三滤，认
为只要三滤干净，汽车跑起来就没有
问题。有些4S店的维修人员，为了多
挣工时费，也乐意接受车主这种请
求，将三滤同时更换。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汽车三滤
完全不需要同时更换，因为从专业
角度讲，汽滤一般在 3万公里时更
换，机滤在 5000 公里时更换，空滤
则可以在 1万公里时更换，如果同
时更换就是浪费。另外，如果是长
时间停放不开的车，大可不必全部
更换三滤，只需更换机油和机滤就
可以。

海南湿热多雨，让很多车主喜欢
经常给车打蜡，认为这样会让车漆光

彩夺目。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打蜡
确实有益于汽车的维护和保养，但是
频繁打蜡会给车漆带来伤害，因为有
的车蜡中含有碱性物质，长时间使用
会使车身变乌。

专业人士建议，新车购回五个月
内都不必急于打蜡。如果车停放在
车库，每四个月打一次蜡，如果停在
露天停车场，每两个月打一次蜡。打
蜡时最好选择去污能力适中并且不
含研磨剂成分的车蜡。

防止高温“烧烤”

拒绝行业“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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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气温高，轮胎温度随着增

高，橡胶易软化，严重时会出现烧胎
现象。车辆高速行驶中遇到坚硬物
极易爆胎。在行车中要随时检查轮
胎气压，发现轮胎过热，气压过高，应
将车停在阴凉处降温，不可用冷水泼
冲，也不要放气，否则会导致途中爆
胎和轮胎的早期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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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知，不是无辜
■ 罗孝平

记者调查发现，在海南农村地区，买卖赃车
时有发现，买卖双方只需“你情我愿”即可成交。

在农村买卖赃车，大多数人将指责的矛头
对准了卖车的人，对买车的人却给予宽容，认为
农民伯伯们不懂法，不知者不罪；而在偷盗车与
买卖赃车之间，大家也倾向于指责偷盗者。

“不知”有两种情况，一是不知道买卖赃车
违法，天真地以为只有偷车才违法？二是我怎
么知道他（她）卖的是赃车？

对于第一种“无知”，可借用罗·勃朗宁的
话“无知不是无辜，而是有罪”，基本法律常识
如此缺失，该问谁之责？

对于第二种“无知”，我们不妨切换到现实的
生活场景中来理解。赃车一般来路不明、无正当
手续、售价明显低于市场价……这种“身份暗示”
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你留个心眼就可以规避了。

如果你稍微懂些法律常识，如果你不贪图
小便宜、不抱侥幸心理，如果你还有些正义感，
你不仅不会购买赃车，还会报警。

没有买卖就没有偷盗。
若以买赃者的无知来指责偷盗者的无耻，

无异于五十步笑百步。

华诚北京现代6·19
仲夏团购夜宴圆满成功

华诚北京现代6·19仲夏团购夜宴活动于
6月19日17时在海口琼山大道北京现代华诚
店盛大举行！

活动截至20：00，现场订单火爆！感谢所
有客户对华诚北京现代汽车的信赖与支持！
感谢每位对华诚北京现代付出的伙伴！感谢
中国·海南红牌酒吧与豆小将战略支持！

作为北汽集团战略合作伙伴，华诚北京现
代将以追求卓越回报社会为永恒目标，致力打
造优秀汽车经销商和服务品牌，树立“诚信立
足天下，品质领引未来”的企业精神和“以人为
本，客户至上，诚信立业，以诚兴企”的经营理
念。向消费者奉献安全环保、卓越品质的汽车
产品以及完善的服务，为消费者创造更美好、
更便捷的汽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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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夏天气温高，散热速度受到限制，
汽车行驶途中行驶速度慢，发动机转速高，
散热困难，易出现行驶“气阻”，有时发动机
稍停熄几分钟就难以启动，使供应油中断。
一旦发生气阻，驾驶员应立即停车降温，排
除故障，如果你的车是液压制动，在高温高
速下行驶，制动液易出现空气“气阻”，使得
制动器突然失灵造成事故。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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